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用户指南

摘要

本指南介绍了 HPE OneView 功能、界面、资源模型设计以及安全的工作环境。 本指南说明了前期规划注意事项，以
及如何使用 HPE OneView 设备的 UI 或 REST API 来配置、管理和监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以及进行故障排除。 它还包
含有关 SCMB（状态更改消息总线）的信息。 本指南适用于要在数据中心硬件和软件的整个生命周期期间对其进行规
划、配置和管理的基础设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和服务器管理员，也适用于要监视数据中心的硬件和软件并进行故障排
除的备份管理员和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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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 了解 HPE OneView
此部分描述了 HPE OneView 及其数据中心资源模型，并介绍了本文和设备联机帮助中使用的术语和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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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 HPE OneView
HPE OneView 是一种适用于可组合基础设施环境并以设备形式打包的单个集成平台，可通过软
件定义的方法在物理基础设施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管理。 要了解 HPE OneView 的详细信
息，请首先阅读简介，或从以下列表中选择主题。

• “配置功能”

• “网络功能”

• “固件和配置更改管理功能”

• “监视环境和解决问题”

• “备份和恢复功能”

• “安全功能”

• “高可用性功能”

• “图形界面和编程接口”

• “与其他管理软件集成在一起”

•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 “开放式集成”

1.1 HPE Synergy 可组合基础设施
HPE OneView 可用于在整个硬件生命周期中管理 HPE Synergy 系统。 HPE OneView 旨在管理
可组合基础设施（如 HPE Synergy）中的传统（操作驱动）和新一代（应用程序驱动）工作负
载。 可组合基础设施基于以下设计原则：

• 硬件和管理软件于一体

• 流动式的资源池

• 软件定义的智能

• 统一 API

硬件和管理软件于一体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包含名为 HPE Synergy Composer 的管理设备，用于托管 HPE
OneView。 可轻松插入并自动发现服务器（计算模块）、存储、网络（结构）和管理设备（如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HPE Synergy 框体（机箱）可以作为一组框体进行连接以形成专用的管理网络。 使用一个 Synergy
Composer 上的一个 HPE OneView 实例，即可以管理整个框体组。 利用附加的 Synergy Composer
可以提供高可用性管理。

流动式的资源池

HPE Synergy 提供单个基础设施，包含派生自 HPE Synergy 框体中的物理组件的虚拟化计算服
务器、存储和网络。 可以通过模板配置和重新配置相同的硬件，以支持特定的工作负载。 凭借
流动式的资源池，您可以使用正确数量的计算、存储和连接准确定制基础设施，以满足每个工作
负载的需要。

软件定义的智能

HPE Synergy 包含嵌入式软件定义的智能 (HPE OneView)，可提供发现、自动集成、自我保护、
自我策划和自我诊断功能。 HPE OneView 通过采用模板驱动的方法来配置和更新服务器、存储
和网络，由此自动执行基础设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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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API
使用统一的 RESTful API，运行和配置更改可以很容易地自动实现，开发人员可以使用简化代码
管理基础设施。 统一的 API 提供单个界面以发现、搜索、清点、配置、更新和诊断可组合基础
设施。 例如，一行代码可以完全描述和配置应用程序所需的基础设施，无需耗时的脚本编制过
程。

更多信息

第 1 章“了解 HPE OneView”
“使用 HPE OneView 管理可组合基础设施”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 HPE Synergy 文档

1.2 使用 HPE OneView 管理可组合基础设施
HPE OneView 针对协作、工作效率和可靠性进行了优化，旨在为复杂企业 IT 环境（服务器、网
络、软件、电源和冷却以及存储）提供简单的单窗格生命周期管理。

Management
software

ServersStorage

Network
Power and cooling

HPE
Composable
Infrastructure

• 服务器是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表示和管理的。

• 网络是配置和管理数据中心服务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管理软件与 HPE OneView 集成以实现无缝操作。 此外，其他管理设备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可通过管理设备模块添加到可组合基础设施中。

• 能耗、散热和空间规划要求考虑整个数据中心内的所有设备，包括不受 HPE OneView 管理
的设备。 HPE OneView 将数据中心电源和散热信息并入一个界面视图。

• 可使用自动分区的存储配置。 存储设备使用光纤通道结构连接（SAN 交换机）或光纤通道
直接连接（扁平 SAN）来连接到机箱。

1.3 配置功能
配置硬件并对资源进行管理的功能包括：

• 资源模板、组和集合 （第 23 页）

•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第 24 页）

• 自动发现服务器硬件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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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系统部署 （第 24 页）

• 存储配置和管理 （第 25 页）

1.3.1 资源模板、组和集合
使用 HPE OneView 模板驱动的方法，您可以：

• 针对具体环境定义服务器和网络配置。

• 快速且一致地配置多个服务器，无需针对您部署的每个服务器都采取相应的措施。

• 简化在数据中心分配配置更改的过程。

HPE OneView 是一个面向资源的可扩展解决方案，侧重于物理和逻辑资源的整个生命周期（从
初始配置到实时监视和维护）：

• 物理资源是可以接触的对象，如服务器硬件、互连模块、架顶式交换机、机箱、驱动器机
箱、存储系统和机架。

• 逻辑资源是表示模板或已配置资源的虚拟对象。

某些逻辑资源是您的专家定义的模板，可满足各种工作负载需求。 随后可将这些模板反复应
用于物理资源，确保快速一致的配置。 一些示例包括：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逻辑互连模块
组、机箱组和卷模板。

其他逻辑资源代表配置为根据环境需要进行工作的物理资源。 这些资源实际运行工作负载。
一些示例包括：服务器配置文件、逻辑互连模块、逻辑机箱和卷。

更多信息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第 1 章“了解 HPE OneView”

1.3 配置功能 23



1.3.2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您可以根据最佳实践快速一致地配置硬件。 请将您
的最佳实践配置存储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中，然后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创建和部署服务器
配置文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可以捕获某个位置的服务器配置的重要信息，包括：

• 固件更新选择和计划

• 操作系统部署设置

• BIOS 设置

• 逻辑 RAID 配置

• 网络连接

• 引导顺序配置

• 本地存储和 SAN 存储

• 唯一 ID
服务器配置文件使您的专家可以在服务器到达之前指定服务器配置。 安装服务器硬件后，管理员
可以快速对新的服务器进行管理。

例如，您可以通过模板部署一个未分配给特定服务器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但它指定用于某种类型
的服务器硬件的所有配置内容，例如，BIOS 设置、网络连接和引导顺序。 在机箱托架中安装服
务器之前，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创建时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服务器将最终驻留的机箱中的空托架。

• 创建未分配的配置文件，在硬件到达时进行分配。

可移动已分配给机箱托架中硬件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通过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可以将服务
器配置文件复制到多个服务器。

可控制服务器配置文件行为。 例如，可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空托架，将相应的服务器插入该
托架后，该服务器配置文件即自动应用于服务器硬件。 也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与特定服务器相
关联，如果将错误的服务器意外地插入托架，则可以确保不会应用该配置文件。

更多信息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第 1 章“了解 HPE OneView”

1.3.3 自动发现服务器硬件
HPE Synergy 机箱（框体）是自动发现的（包括服务器硬件和互连模块），并将其作为受监视的
机箱置于 HPE OneView 中。 在确认 HPE Synergy 框体安装正确后，HPE Oneview 可通过创建
逻辑机箱来管理框体。

更多信息

“关于自动发现 Synergy 框体”
第 1 章“了解 HPE OneView”

1.3.4 操作系统部署
通过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机箱组，可以轻松准备裸机服务器以进行操作系统部署。

例如，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与部署工具一起使用，例如：

• HPE Insight Control server provisioning，用于在服务器上安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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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E OneView for VMware vCenter Auto Deploy 用于从裸机中部署虚拟机管理程序，并自
动将其添加到现有的群集中

•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用于引导/运行存储配置和操作系统部署

更多信息

第 1 章“了解 HPE OneView”

1.3.5 存储配置和管理
通过 HPE OneView 可以自动对支持的存储资源进行受策略驱动的配置。 它与服务器配置文件全
面集成，以便您能够管理新的或现有的存储基础设施。 在 HPE OneView 中可查看和管理存储系
统和存储池。 可添加现有卷并新建卷，也可创建卷模板以配置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卷。
支持交换式结构、直接连接和 vSAN SAN 拓扑。
存储系统添加到设备，并与网络关联。 将添加存储池，HPE OneView 会从中创建卷。 随后，可
以将卷连接到服务器。

也可以添加 SAN 管理器，以便设备可以使用它们管理的 SAN。 可以将管理的 SAN 与设备上的
光纤通道或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网络相关联，以实现自动分区和自动检测连接。

支持的存储自动化功能

自动配置存储 
导入支持的存储系统和现有的存储池时，HPE OneView 可快速地创建卷。
自动 SAN 分区 
HPE OneView 为服务器配置文件卷连接自动管理 SAN 分区。
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集成存储 
通过将卷连接添加到服务器配置文件，可创建新的专用卷并使服务器硬件可以访问它。

通过将卷连接添加到服务器配置文件，可使服务器硬件访问现有的专用卷或共享卷。

HPE OneView 跟踪服务器配置文件和 SAN 之间的连接状态。
卷管理 
您可以使用 HPE OneView 来管理卷的完整生命周期。 您可以使用 HPE OneView 添加现有卷、
创建新卷、使卷增长以及移除或删除卷。

也可以使用 HPE OneView 创建卷快照，通过快照创建卷以及将卷恢复为快照。
分区策略 
HPE OneView 使您能够为管理的 SAN 设置分区策略。 您可以定义 SAN 分区策略，HPE OneView
将按照该策略自动对您的 SAN 进行分区。
分区命名和别名 
HPE OneView 使用基于规则的分区命名，使您能够完全控制分区名称。 您可以使用分区命名来
结合您当前的命名结构，HPE OneView 在自动分区过程中将使用该结构。
通过使用 HPE OneView，您可以为发起程序、目标和目标组创建别名，HPE OneView 将显示这
些别名，而不是其 WWPN。

更多信息

“关于存储系统”
“关于 SAN 管理器”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1.4 网络功能
HPE OneView 提供若干网络功能以简化配置刀片服务器的网络资源以及管理对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的配置更改（包括固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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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网络

机箱中的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支持以下类型的数据中心网络：

• 用于数据网络的以太网，包括已标记、未标记或隧道网络。

• 光纤通道存储网络，包括到支持的 3PAR 存储系统的光纤通道结构连接（SAN 交换机）和
光纤通道直接连接（扁平 SAN）。

• 用于存储网络的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将通过专用以太网 VLAN 传输存储通信。

更多信息

逻辑互连模块
逻辑互连模块组
网络集
第 1 章“了解 HPE OneView”

1.5 固件和配置更改管理功能
1.5.1 简化的固件管理

HPE OneView 在设备中提供快速、可靠且简单的固件管理。
将资源添加到要管理的设备时，为了确保兼容性和运行不中断，该设备自动将资源固件更新为受
该设备管理所需的最低版本。

一个管理员便可更新整个 HPE Synergy 框体和其中每个组件的固件，使中断时间降至最低。 可
以暂存服务器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随后在维护期间将其激活。

固件软件包也称为 SPP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这是一种经过测试的固件、驱动程序和实
用程序更新软件包。 通过使用固件软件包，您可以更新管理的刀片服务器和基础设施（机箱和互
连模块）上的固件。

通过使用设备上的固件存储库，您可以上载 SPP 固件软件包，并按照最佳实践将其部署到环境
中。 例如，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固件存储库中存储的固件软件包的版本和内容。

• 从服务器硬件查看安装在支持的硬件上的固件版本。

• 在已管理的资源（如服务器配置文件）或一组资源（如逻辑互连模块中的所有互连模块）上
设置固件基准，即，所需的固件版本状态。

• 检测管理的资源何时不符合固件基准。

• 确定固件兼容性问题。

• 更新整个机箱的固件。

• 更新单个资源或资源组（如逻辑互连模块）的固件。1

• 更新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固件

• 从存储库中删除固件软件包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有时在主要 SPP 发行版之间发布组件修复程序。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将通知您可以上载一个修复程序，并提供有关应用该修复程序的 SPP 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不同的机制应用修复程序。

更多信息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上提供的《HPE Synergy 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最佳实践》

1. 机箱组不包括固件基准，因此，机箱固件更新是通过逻辑机箱配置进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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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简化的配置更改管理
模板和组简化了在设备中分配配置更改的过程。 例如：

• 通过对组进行多处复杂的更改，您可以减少出现的错误。 然后，对于每个组成员，您可以使
用单个操作更新配置，以便与组配置相匹配。

• 设备在检测到有设备与当前模板或组不符时会向您发出通知。 由您控制何时以及是否更新设
备配置。

• 逻辑互连模块设置可管理物理互连模块的固件，以确保逻辑机箱中的所有互连模块具有兼容
的固件。

1.5.3 Smart Update Tools 功能
Smart Update Tools (SUT) 是用于 HPE OneView 的操作系统实用程序，便于管理员执行联机固
件和驱动程序更新。 SUT 每五分钟对 HPE OneView 进行一次轮询，以查询新的请求，处理这
些请求，并向 HPE OneView 提供状态。 HPE OneView 将在“服务器配置文件”页的“固件”部分
发布进度。 SUT 按正确顺序安装更新，并确保在开始更新之前满足所有相关性要求。 如果未满
足相关性要求，SUT 将阻止安装，并通知 HPE OneView 管理员，由于相关性要求安装无法继
续。

主要功能：

• 合并驱动程序、软件和固件更新

• 根据从 SUT 接收到的状态在 HPE OneView 控制板中报告合规性

• 最大限度减少激活所需的重新引导次数以增加最大正常运行时间

• 提供在实际维护期限以外执行固件暂存和开发任务的功能，以便在维护期限进行的一次重新
引导将激活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

• 多个用户角色：

HPE OneView 基础设施管理员，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固件选项定义所需状态■

■ SUT 管理员，使用 SUT 更新服务器上的固件和软件

• 手动控制以及不同程度的自动化：

按需或手动更新■

■ 半自动：暂存是自动的，或者暂存和安装是自动的

■ 完全自动的更新

注意： SUT 需要使用 HPE iLO 4 版本 2.30 和更高版本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 HPE
OneView 管理服务器固件，HPE OneView 将自动更新 iLO 固件以使 SUT 继续操作。

1.6 监视环境和解决问题
一个用户界面

您可以使用用于配置资源的同一界面来进行监视。 不需要了解额外的工具或界面。

隔离的管理网络

设备体系结构旨在将管理通信与生产网络分开，从而提高了整体解决方案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例
如，万一设备停止运行，数据中心资源仍正常运行。

自动进行配置以监视运行状况和利用率

在设备中添加资源时，将自动配置这些资源以监视运行状况、活动、警报和利用率。 您可以立即
监视资源，而不执行额外的配置或查找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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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ST API 和消息总线从其他平台中进行管理
通过使用 REST API 和 SCMB（状态更改消息总线）或 MSMB（指标数据流消息总线），您还
可以从其他管理平台中监视 HPE OneView 环境。 有关消息总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消息
总线将数据发送给订户” （第 271 页）。

监视环境和解决问题

用于监视环境和解决问题的功能包括：

• “控制板”屏幕 （第 260 页），它显示数据中心容量和运行状况信息的摘要视图

• “活动”屏幕 （第 254 页），它显示所有系统任务和警报，并且可以过滤这些任务和警报

• 数据中心环境管理 （第 28 页）

• 资源利用率监视 （第 29 页）

• 活动和运行状况管理 （第 29 页）

• 硬件和固件清单信息 （第 29 页）

更多信息

《在 HPE OneView 中支持包含 AMS 陷阱的 HPE iLO 4 发出警报》，网址为 http://www.hpe.com/
info/oneview/docs

1.6.1 数据中心环境管理
HPE OneView 集成有关数据中心环境管理的这些重要方面：

• 三维散热数据可视化

• 输电基础设施表示

• 三维物理资产位置

说明功能

三维数据中心散热图提供了整个数据中心的散热状态视图。 设备从每个数据中心机架上
的管理资源中收集散热数据，并以图形方式显示数据，从而方便地识别机架中的热点。

散热数据可视化

HPE OneView 收集和报告数据中心硬件的处理器利用率以及功率和温度历史记录。 设备
监视 HPE ProLiant Gen8（或后续产品）服务器和 HPE BladeSystem 机箱的功率，自动
检测和报告输电错误，并提供精确的功率要求信息。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规划机架和能耗
情况。

通过使用电源查找服务，您可以自动查找和可视化数据中心的输电拓扑。 通过 HPE iPDU，
设备可自动绘制机架电源拓扑。 设备检测布线错误（如缺少冗余），并在安装新服务器
时自动更新电器清单。 设备还支持按插座控制电源，以供远程关闭并重新打开每个 iPDU
插座的电源。

您可以为不支持电源查找服务的设备手动定义电源需求和电源拓扑。

输电基础设施表示

通过使用位置查找服务，设备可以自动显示 HPE Intelligent 系列机架中的 HPE ProLiant
Gen8（或后续产品）服务器的准确三维位置，从而减少了工作时间，降低了运营成本并
消除了与清单和资产管理有关的人为错误。

您可以为不支持位置查找服务的机架和设备手动定义位置。

物理资产位置

更多信息

第 19 章“管理功率、温度和数据中心”
第 27 章“管理功率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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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资源利用率监视
HPE OneView 定期收集和保存它管理的所有服务器的 CPU 利用率信息。 HPE OneView 还收集
端口级别的网络统计信息，包括发送、接收和错误计数器。 HPE OneView 在 UI 中显示所有这
些数据，并可通过 REST API 使用这些数据。

更多信息

“监视功率和温度利用率”
“利用率图表”

1.6.3 活动和运行状况管理
HPE OneView 简化了活动监视和管理。 设备从所有管理的资源中自动注册警报和通知，并且可
以立即监视和管理添加到设备中的资源。 设备在向您通知问题时，如有可能，将提出一种解决问
题的方法。

使用 UI 和 REST API，可：

• 按说明或来源查看所有活动（警报和任务），并使用多个过滤条件过滤活动。

• 将警报分配给特定的用户。

• 用管理员注释为活动作批注，使数据中心管理员可通过设备而非通过电子邮件等外部工具进
行协作。

• 通过特定资源的 UI 屏幕或 REST API 查看该资源的警报。

• 从管理的资源中将 SNMP 陷阱自动转发到企业监视控制台或集中 SNMP 陷阱收集器。

更多信息

《在 HPE OneView 中支持包含 AMS 陷阱的 HPE iLO 4 发出警报》，网址为 http://www.hpe.com/
info/oneview/docs

1.6.4 硬件和固件清单信息
HPE OneView 提供了有关它管理的资源的详细硬件和固件清单信息。 您可以通过 UI 和 REST
API 访问以下数据：

• 管理的硬件的摘要和详细视图，例如，服务器、机箱和互连模块。

• 监视的硬件（如服务器和机箱）的摘要。

• 固件软件包内容的摘要和详细视图。

• 服务器和机箱组件的固件清单。

您可以使用 UI 的智能搜索功能查找清单中的特定项目。
报告还可帮助您监视您的清单，以及帮助您监视您的环境。 清单报告提供有关您的服务器或机箱
的信息，例如型号、序列号、部件号等。 其他报告提供您的环境的整体状态概述。

1.6.5 Remote Support
通过在 HPE OneView 中注册 Remote Support，可以为 Gen8 以及更高版本的服务器和机箱上
的硬件故障启用 Proactive Care 和自动案例创建。 一旦启用，所有在将来增加的合格设备都将
被自动启用来进行 Remote Support。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将与您联系以运送更换部件，或者派工程师维修签订保修或支持合
同的设备。

Remote Support 启用 Proactive Care 服务，包括主动扫描报告和固件/软件分析报告以及基于收
集的配置数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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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关于 Remote Support”

1.7 备份和恢复功能
HPE OneView 提供将设备备份到文件以及从备份文件恢复设备的服务。 可以计划自动备份并进
行远程存储。

同时用于设备及其数据库的专用备份文件

备份文件是专用的，包含配置设置和管理数据 — 不需要为设备及其数据库单独创建备份文件。

用于备份操作的灵活计划和开放接口

可在设备联机时创建备份文件。 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

• 从设备外部计划备份过程。

• 按照您的站点策略收集备份文件。

• 与企业备份和恢复产品集成在一起。

• 利用备份和恢复脚本。

备份文件是设备配置和管理数据在创建备份文件时的快照。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
定期创建备份，最好每天创建一次备份，并在管理的环境中进行硬件或软件配置更改后创建备
份。

用于创建备份文件的专用用户角色

HPE OneView 专门提供了一个用户角色（备份管理员）以备份设备，仅允许该角色访问其他资
源视图，而不允许对这些资源执行操作或其他任务。

从灾难性故障中恢复

可通过从备份文件恢复设备，从灾难性故障中恢复。

从备份文件恢复设备时，设备上的所有管理数据和大多数配置设置将替换为备份文件中的数据和
设置，其中包括用户名和密码、审核日志和可用的网络等内容。

管理的环境状态可能与创建备份文件时的环境状态不同。 在恢复操作期间，设备将备份文件中的
数据与管理的环境的当前状态进行比较。 在执行恢复操作后，设备使用警报报告它无法自动解决
的任何差异。

更多信息

“备份设备” （第 221 页）

1.8 安全功能
为确保提供安全的平台以进行数据中心管理，设备包含如下功能：

• 数据和管理环境的分离，这对于防止拒绝服务攻击非常重要。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遵循最佳实践来保护管理网络，并将其与生产数据网络
隔离开来。 为了确保高可用性和抵御各种网络的攻击，建议使用适当的机制（如防火墙和入
侵检测系统）将 HPE Synergy Composer 管理网络与生产网络隔离开来。

•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管理员可以根据用户针对特定资源的职责，快速确定他们
的访问控制和授权。

• 单一登录 iLO，而不存储用户创建的凭据。

• 所有用户操作的审核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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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使用可选的目录服务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例如，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 使用证书通过传输层安全 (TLS) 进行身份验证。

• 限制主机操作系统用户进行访问的 UI。

• 一种自动远程备份功能，允许您设置将执行备份的日期和时间，以及指定用于自动存储备份
文件的远程 SSH 或 SFTP 服务器。

更多信息

“了解 Synergy Composer 的安全功能” （第 57 页）

1.9 高可用性功能
HPE OneView 通过包含两个设备的设备群集实现高可用性。 设备由其角色（活动或备用）来定
义。 备用设备监视活动设备，并在失去联系时继续进行控制，从而防止在活动设备发生故障时数
据（管理数据和审核日志）丢失。 在极少数情况下，HPE OneView 会遇到停机，管理的资源将
继续运行。 HA 还可避免在活动设备发生故障时数据（管理数据和审核日志）丢失。

更多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最佳实践：Synergy Composer 安装和配置说明”
附录 D “维护控制台”

1.10 图形界面和编程接口
HPE OneView 旨在使用快速且可扩展的新型 HTML5 用户界面和符合行业标准的 REST API 中
包含的单个一致的资源模型，以进行安全的移动访问并以开放的方式与其他管理软件集成在一
起。

用户界面 - 从设计上实现高效率和易用性
该 UI 适合您的工作方式，其中提供强大、易用的工具，包括以下各项：

说明功能

提供数据中心的资源的常规运行状况和容量的图形表示形式。 从“控制板”中，可立即看
到需要注意的区域。

“控制板”屏幕

通过使用每个资源中的“映射”视图，您可以检查配置和了解数据中心的逻辑和物理资源
之间的关系。

“映射”视图

每个屏幕的标题中包括智能搜索功能，可用于查找资源特定的信息，例如，特定的资源
名称、序列号、WWN 以及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实例。

智能搜索框

每个资源中均有“标签”视图，通过该视图，可将资源分组。 例如，可能要标识主要由财
务团队使用的服务器，或标识分配给亚太部门的存储系统。

“标签”视图

可用于限制操作范围的资源组。 资源是按类别排列的。 可在作用域中添加或删除这些类
别中的所有资源，其中包括机箱、服务器硬件、网络、网络集、互连模块、逻辑互连模
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作用域”视图

“活动”源通过在一个视图中交错地显示任务、警报和管理员注释，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
察环境的运行状况。 “活动”源简化用户活动与系统运行状况的相关性，使得问题可及时
解决。

“活动”源

通过使用这些屏幕，您可以专注于有权查看和管理的资源。 资源组屏幕允许将多个资源
作为一个资源进行管理，从而提高了可扩展性。

资源特定的管理屏幕

UI 在屏幕上提供了提示和技巧以帮助您避免和纠正错误，并提供链接以了解任务的详细信息。
在每个屏幕的顶部，您可以通过帮助图标访问整个帮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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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 API - 自动化和集成
HPE OneView 的体系结构面向资源，提供一个统一的 REST 接口。
REST API：

• 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接口，以便按开放的方式与其他管理平台集成在一起。

• 设计具有普遍性 - 每个资源具有一个 URI（统一资源标识符），并表示一个物理设备或逻辑
结构。

• 可以从 UI 中使用常用的脚本或编程语言自动完成所需的操作。

• 设计具有较高的可扩展性。

更多信息

第 4 章“导航图形用户界面”
“访问文档和帮助” （第 97 页）
《HPE OneView REST API 脚本帮助》

1.11 与其他管理软件集成在一起
要使用本节中列出的集成管理软件，必须购买 HPE OneView Advanced 许可证。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关于许可”。

HPE Integrated Lights-Out
HPE OneView 可无缝地与 iLO 管理处理器交互以全面管理服务器硬件。 HPE OneView 根据
HPE OneView 服务器配置文件指定的设置，自动配置 iLO。 HPE OneView 可配置无缝地访问
iLO 图形远程控制台，只需单击鼠标按钮，即可从 HPE OneView UI 中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
iLO 权限由向 HPE OneView 设备帐户分配的角色决定。

HPE Insight Control
HPE OneView Advanced 的完整许可证包括使用 HPE Insight Control 的权利，可以对基础设施
进行基本的管理。 Insight Control 通过一个简便易用的管理控制台，便捷地为 ProLiant ML/DL/SL
和 BladeSystem 服务器部署、迁移、监视和优化 IT 基础设施，因此可节省时间和资金。 可以使
用 HPE OneView 或相应的 HPE Insight Control 许可证管理设备。 不必为同一服务器购买两个
许可证。 但是，不能使用 HPE OneView 和 Insight Control 许可证同时管理同一服务器。 例外
情况是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配置，它可与 HPE OneView 同时用于管理同一服务器。
HPE Insight Control 不包括在 HPE OneView 下载或介质中，但可以使用授权或实现过程中提供
的 HPE Insight Control 许可证密钥从 http://www.hpe.com/info/insightupdates 下载。

HPE Insight Control server provisioning
HPE OneView Advanced 包括使用 Insight Control server provisioning 的权利，这是一种为多个
服务器进行物理操作系统配置和服务器配置的功能。 HPE OneView 介质中不含 Insight Control
server provisioning 软件，但可从 http://www.hpe.com/info/insightupdates 下载它。

HPE OneView for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HPE OneView Advanced 包括使用 HPE OneView for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的权利。 HPE
OneView for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将 HPE 的管理生态系统全面集成到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中，提供主动监视、远程管理和配置 HPE 服务器、网络和存储等功能。 可以从 http://
www.hpe.com/products/ovsc 下载 HPE OneView for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HPE OneView for VMware vCenter
HPE OneView Advanced 包括使用 HPE OneView for VMware vCenter、HPE OneView for
VMware vCenter/vRealize Operations 和 HPE OneView for VMware vCenter Log Insight 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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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HPE OneView for VMware 与 HPE 的管理生态系统进行了全面集成，提供主动监视、深度
故障排除、远程管理和配置 HPE 服务器、网络和存储等功能。 可以从 http://www.hpe.com/
products/ovvcenter 下载 HPE OneView 与 VMware 的各种集成。

1.11.1 其他管理软件警告
不要使用外部管理器（如 HPE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SIM) 或第三方管理软件）对 HPE
OneView 管理的硬件进行管理。 如果使用其他外部管理器，可能会导致错误和意外行为。 例
如，iLO 最多具有三个陷阱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 HPE OneView。 如果外部管理器定义其他陷
阱目标，iLO 将删除现有的陷阱目标之一。 如果 HPE OneView 是 iLO 删除的陷阱目标，HPE
OneView 将不再接收 SNMP 陷阱，并且不会显示服务器运行状况或生命周期警报。

注意： 第三方工具不会提供警告，因此如果这些工具对服务器配置进行更改或要求进行更改，
请谨慎操作。

如果您尝试使用其他 HPE 管理工具（如基于 ROM 的设置实用程序 (RBSU) 或 UEFI 系统实用程
序）更改由 HPE OneView 管理的资源，则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 如果您尝试使用 SUM 更改服务器固件，与该服务器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关联的固件基准未设
置为 Managed manually，SUM 将显示警告：
HPE OneView is managing the server and it is configured for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version x. It cannot be updated to a different
version directly using SUM.

• 如果 HPE OneView 管理 iLO，iLO 登录屏幕将显示警告。

图 1 iLO 警告

• 如果您尝试在 Intelligent Provisioning 中进行 BIOS 或 iLO 更改，则将显示警告。

1.12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是一个管理设备，它用于部署和自定义 Synergy 服务器的操作系
统。 管理员构建一个模板和操作系统映像库，以用于可重复、可靠且可扩展的部署。
HPE OneView 和 Image Streamer 创建一个可引导映像与物理服务器分开的无状态服务器环境。
使用此无状态服务器环境，您可以快速更换物理服务器，而无需重新部署操作系统。

对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的统一 REST API 访问允许对其功能进行编程控制。 可以从 HPE
OneView UI 控制配置，也可以将配置无缝集成到现有的脚本编写过程。

更多信息

“关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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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文档

1.13 开放式集成
通过使用单个一致的资源模型、REST API、SCMB（状态更改消息总线）和 MSMB（指标数据
流消息总线），您可以使用脚本将 HPE OneView 与其他企业应用程序集成在一起，以满足用户
的需求并执行相应的任务，例如：

• 自动完成标准工作流程和故障排除步骤

• 自动与其他软件集成在一起，例如 CMDB（配置管理数据库）

• 连接到服务中心

• 监视资源、收集数据以及进行系统映射和建模

• 将数据导出为满足您的需求的格式

• 连接自定义数据库、数据仓库或第三方业务智能工具

• 集成内部用户自定义内容

SCMB 是一个接口，它使用异步消息向订户通知管理的资源（逻辑和物理）更改。 例如，您可
以编写应用程序，以便在管理的环境中添加新服务器硬件或物理资源的运行状态发生变化时收到
通知，而无需使用 REST API 持续轮询设备以了解状态。

更多信息

《HPE OneView REST API 脚本帮助》
“使用消息总线将数据发送给订户” （第 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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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资源模型
HPE OneView 使用一种可降低复杂性和简化数据中心管理的资源模型。 该模型提供了逻辑资源
（包括模板、组和集合）；在应用于物理资源时，它们在数据中心提供相同的结构。

UI 使用某些操作区分物理和虚拟资源。 例如：
• 您可以创建、删除或复制逻辑资源，但不能复制物理资源

• 您可以添加或删除物理资源

网络资源

• 网络 （第 45 页）

• 网络集 （第 46 页）

存储资源

• 存储系统 （第 52 页）

• 存储池 （第 52 页）

• 卷 （第 54 页）

• 卷模板 （第 55 页）

• SAN 管理器 （第 48 页）

• SAN （第 48 页）

• 驱动器机箱 （第 39 页）

设备资源

• 设备 （第 36 页）

• 域 （第 39 页）

数据中心电源和散热管理资源

• 数据中心 （第 38 页）

• 机架 （第 47 页）

• 输电设备 （第 47 页）

• 未管理的设备 （第 53 页）

了解更多

• 有关完整的资源列表，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

• 有关使用 HPE OneView 的信息，请参阅本指南中的其他章节和
联机帮助。

简要说明

•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服务器资源

•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第 51 页）

• 服务器配置文件 （第 50 页）

• 连接 （第 37 页）

• 连接模板 （第 38 页）

• 服务器硬件 （第 49 页）

• 服务器硬件类型 （第 50 页）

•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网络配置资源

• 机箱组 （第 40 页）

• 机箱类型 （第 41 页）

• 机箱 （第 40 页）

• 互连模块类型 （第 42 页）

• 互连模块 （第 41 页）

• 逻辑机箱 （第 43 页）

• 逻辑互连模块组 （第 44 页）

• 逻辑互连模块 （第 43 页）

• 上行链路集 （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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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资源模型摘要图
下图简要说明了一些常用资源，并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图 2 资源模型摘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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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和 REST API 是按资源组织的。 UI 和 REST API 文档也是按资源组织的。
完整的资源列表包括在联机帮助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中。
以下几节简要说明了图 2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显示的资源。

更多信息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 设备
设备资源可定义 HPE OneView 设备特有的配置详细信息（与 HPE OneView 管理的资源截然不
同）。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设备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恰好一个域

• 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其他资源的零个或更多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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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有若干 REST API 资源与设备和设备设置相关。 请参阅联机帮助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中的以下类别的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 设备时间、区域设置和时区设置

appliance/configuration/timeconfig/locales

appliance/configuration/time-locale

• 设备读取团体字符串

appliance/device-read-community-string

• 将设备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appliance

• 升级或修补设备固件

appliance/firmware

• 设备组件运行状况

appliance/health-status

• 配置和检索设备的网络信息

appliance/network-interfaces

• 关闭或重新启动设备

appliance/shutdown

• 从设备生成并下载支持转储

appliance/support-dumps

• 管理设备中的陷阱目标

appliance/trap-destinations

设置

•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的状态和相关数据
appliance/eula

OneView 许可证

更多信息

管理设备 （第 233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3 连接
连接是服务器与网络或网络集之间的连接的逻辑表示形式。 可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配置连接。
连接指定以下内容：

• 要将服务器连接到的网络或网络集

• 要对指定的网络或网络集的默认配置进行的配置覆盖（例如，更改首选带宽）

• 引导顺序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连接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恰好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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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好一个连接模板资源。

• 恰好一个网络或网络集资源。 连接的可用资源取决于包含服务器硬件的机箱的逻辑互连模块
配置。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connections 和 server-profiles服务器配置文件

更多信息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 （第 127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4 连接模板
连接模板定义网络或网络集的默认配置特性，例如，首选带宽和最大带宽。 在创建网络或网络集
时，HPE OneView 为网络或网络集创建一个默认连接模板。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连接模板资源与零个或更多连接资源相关联。 连接资源与某种类型的网络或网络集的相应连接模
板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注释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UI 不显示或引用连接模板，但连接模板确定在
选择网络或网络集时显示的连接默认值。

connection-templates无

更多信息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5 数据中心
在 HPE OneView 中，数据中心表示包含 IT 设备（如服务器、机箱和设备）的机架所在的物理连
续区域。 您可以创建数据中心以描述计算机房的一部分，以简要说明您的环境及其电源和散热需
求。 数据中心资源通常是整个数据中心的一部分，可能包括不是由 HPE OneView 管理的设备。
通过表示数据中心设备的物理布局，包括未管理的设备，您可以使用详细监视信息进行空间规划
以及确定电源和散热要求。

在 HPE OneView 中，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数据中心布局的三维模型，其中包括颜色编码方案以帮助识别太热或太冷的区域。

• 查看温度历史记录数据。

• 更轻松地查找特定的设备以进行维修。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数据中心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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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datacenters数据中心

更多信息

管理数据中心 （第 198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6 域
域资源描述设备的管理域。 由设备管理的所有物理和逻辑资源是单个管理域的一部分。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域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恰好一个设备

• 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其他资源的零个或更多实例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注释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UI 不显示或引用域，但域资源提供有关限制的信息，例如，可添加
到设备中的网络总数。 可以使用 domains REST API 获取有关域
的信息。

domains无

更多信息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7 驱动器机箱
驱动器机箱是包含一组驱动器托架的硬件设备。 驱动器机箱安装在机箱的设备托架中，并为服务
器提供可组合存储。 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或服务器配置文件，可以将存储资源配置自动应用
于驱动器机箱中的存储设备。

在资源模型中：

• 驱动器机箱与安装它们的框体（机箱）相关联。

• 驱动器机箱与逻辑 JBOD 相关联，逻辑 JBOD 是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定义的，用于指定与
服务器硬件的连接。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驱动器机箱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一个用于安装它的机箱（通过一个逻辑机箱关联）。

• 一个或多个服务器配置文件（通过逻辑 JBOD 关联），用于指定驱动器机箱中的哪些卷连接
到特定的服务器硬件。

• 一个或两个 SAS 互连模块（通过逻辑互连模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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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drive-enclosures驱动器机箱

更多信息

驱动器机箱 （第 203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8 机箱
机箱是一种物理结构，它具有支持服务器、网络和存储构建基块的设备托架。 这些构建基块共用
机箱的通用电源、散热和管理基础设施。

机箱提供了互连模块下行链路与安装的服务器之间的硬件连接。 机箱互连模块提供了数据中心网
络的物理上行链路。

在设置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时，HPE OneView 发现并添加机箱中的所有组件，包括任何安
装的服务器和任何安装的互连模块。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机箱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一个逻辑机箱

• 恰好一个机箱组

• 零个或更多物理互连模块

• 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和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通过机箱与机箱组和互连模块的关
联）

• 零个或一个机架资源

• 零个或更多输电设备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enclosures机箱

更多信息

管理机箱 （第 173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9 机箱组
机箱组是一种模板，它为逻辑机箱定义了一致的配置。 机箱组的网络连接是由与机箱组关联的逻
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

使用机箱组可以快速添加多个机箱并将它们配置到相同的逻辑机箱中。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机箱组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逻辑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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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个或更多服务器配置文件

• 零个或更多逻辑互连模块组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enclosure-groups机箱组

更多信息

管理机箱组 （第 181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0 机箱类型
机箱类型定义了特定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机箱硬件型号（例如 HPE Synergy 12000 框
体）的特性。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机箱类型资源与零个或更多机箱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注释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UI 不引用机箱类型；但在添加机箱时，
HPE OneView 使用机箱类型。
enclosures REST 资源包含一个
enclosureType 属性。

无无

更多信息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1 互连模块
互连模块是一种物理资源，支持机箱中的硬件与数据中心以太网 LAN 和光纤通道 SAN 之间进行
通信。

互连模块具有以下类型的端口：

说明端口类型

上行链路是将互连模块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的物理端口。 例如，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Virtual Connect SE 40Gb 模块的 Q1 端口就是上行链路。

上行链路

下行链路是将互连模块通过机箱中板连接到服务器硬件的物理端口。下行链路

堆叠链路是连接互连模块的外部物理端口，以便为从服务器到数据中心网络的以太网通信提供冗
余路径。 堆叠链路基于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的配置。

堆叠链路

这些物理端口链接互连模块链路模块和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以便为多框体解决方案提供
无缝的支持。

互连模块链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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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资源模型中：

• 在创建逻辑机箱以配置 HPE Synergy 框体时，管理的互连模块将置于“已配置”状态。 在创
建逻辑机箱以配置 HPE Synergy 框体时，未管理的互连模块将保持“受监视”状态。

• 互连模块是由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它反过来定义用于机箱的逻辑互连模块配置。 在管理
互连模块之前，机箱中的物理互连模块配置必须与逻辑互连模块组配置相匹配。

• 要能够使用互连模块，必须将其安装在机箱中并定义为逻辑互连模块的一部分。 每个物理互
连模块可以在上行链路集中添加物理上行链路端口。

• 物理互连模块的固件基准和固件更新是由逻辑互连模块管理的。

• 用于连接到存储的串行连接 SCSI (SAS) 互连模块具有其自己的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
模块。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互连模块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恰好一个机箱

• 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并通过该逻辑互连模块与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interconnects、interconnect-types 和
logical-interconnects

互连模块

更多信息

管理机箱互连模块硬件 （第 153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2 互连模块类型
互连模块类型资源定义了互连模块型号的特性，例如：

• 下行链路容量和下行链路端口数

• 上行链路容量和上行链路端口数

• 支持的固件版本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互连模块类型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互连模块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注释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UI 不专门显示或引用互连模块类型资
源，但在使用“互连模块”屏幕添加或管
理互连模块时，HPE OneView 使用这
些信息。

interconnect-types互连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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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3 逻辑机箱
逻辑机箱包含适用于一组物理机箱的配置。 如果逻辑机箱中的预期配置与机箱上的实际配置不匹
配，逻辑机箱将变得不一致。

您必须为 HPE Synergy 框体手动创建逻辑机箱以便于 HPE OneView 对其进行管理。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逻辑机箱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一个或多个机箱，并通过该机箱与一个机箱组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logical-enclosures逻辑机箱

更多信息

管理逻辑机箱 （第 183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4 逻辑互连模块
逻辑互连模块是用于多个物理互连模块的单一实体

逻辑互连模块是包含机箱中的一组互连模块配置的单一管理实体。 该配置包括：

• 互连模块，这是机箱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所必需的。

• 上行链路集，它将数据中心网络映射到物理上行链路端口。 如果未定义上行链路集，则逻辑
互连模块无法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并且连接到逻辑互连模块下行链路的服务器无法连接到
数据中心网络。

• 下行链路端口，它通过机箱中板连接到机箱中的服务器。 逻辑互连模块包括所有成员互连模
块的所有物理下行链路。 下行链路将互连模块连接到物理服务器。 共同访问一组网络的下
行链路集称为逻辑下行链路。

• 内部网络，用于服务器到服务器的通信，而不会从任何上行链路中输出通信。

• 堆叠链路（如果使用），它通过互连模块外部端口之间的外部电缆来连接互连模块。

• 固件基准，它指定所有成员互连模块使用的固件版本。 物理互连模块的固件基准是由逻辑互
连模块管理的。

串行连接 SCSI (SAS) 逻辑互连模块连接存储硬件和服务器。
SAS 逻辑 JBOD（一组物理磁盘驱动器）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或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分配给服务
器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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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管理员配置从服务器托架到网络的多条路径

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创建符合以下条件的逻辑互连模块，确保机箱的每个服务器托架具有两个独
立的以太网数据中心网络路径：

• 逻辑互连模块具有至少两个通过堆叠链路连接的互连模块，或两个在单独逻辑互连模块组中
定义的互连模块。

• 逻辑互连模块至少具有一个上行链路集，其中包括从至少两个物理互连模块到网络的上行链
路。

HPE OneView 检测并报告以下配置或状态：仅具有一条到网络的路径（没有冗余路径）或没有
到网络的路径。

服务器管理员不需要了解互连模块配置的详细信息

由于逻辑互连模块是作为单一实体管理的，服务器管理员不需要了解互连模块配置细节。 例如，
如果网络管理员配置逻辑互连模块以确保具有从机箱中的每个服务器托架到每个以太网数据中心
网络的冗余访问，服务器管理员只需确保服务器配置文件包含两个到某个网络的连接，或者具有
到包含该网络的网络集的连接。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逻辑互连模块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互连模块。 要能够使用逻辑互连模块，它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互连模块。 如果具
有零个互连模块，则机箱及其内容没有到数据中心网络的任何上行链路。

• 与机箱组关联的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它们定义了逻辑互连模块的初始配置。

• 零个或更多上行链路集，它将零个或更多上行链路端口与零个或更多网络相关联。

• 零个或一个逻辑机箱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注释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可以使用 logical-downlinks REST API
获取有关相同网络集和可用的下行链路容量
的信息。

logical-interconnects 和
logical-downlinks

逻辑互连模块

更多信息

管理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第 155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5 逻辑互连模块组
逻辑互连模块组是一个模板，定义配置在一起以构成逻辑互连模块的互连模块的物理和逻辑配
置。 该配置包括以下内容：

• 互连模块类型、互连模块配置和互连模块下行链路容量

• 用于堆叠链路的互连模块端口

• 上行链路集，它将上行链路端口映射到以太网或光纤通道网络

• 基于上行链路集和内部网络的可用网络

在该资源模型中：

• 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与机箱组相关联，而不是与单个机箱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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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必须与链接的机箱组中的互连模块链路拓扑匹配。 必须在互连模块链
路拓扑的所有机箱中正确安装所有托架。

• 串行连接 SCSI (SAS) 逻辑互连模块组是单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可应用于互连模块链路拓
扑的各个机箱中的各个托架。

• 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上行链路集确定了机箱组中的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的初始上行链路集配
置。 如果您更改现有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上行链路集：
■ 仅为在配置更改后添加的机箱配置新的上行链路集配置。

■ 现有的逻辑互连模块将报告为与逻辑互连模块组不一致。 然后，您可以请求使用新配置
更新这些现有的逻辑互连模块。

在创建一个逻辑互连模块并将其与一个逻辑互连模块组关联后，它继续与该组关联并报告其配置
是否与该组不同。 然后，您可以更改该逻辑互连模块的配置，以便与该组相匹配。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逻辑互连模块组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逻辑互连模块

• 零个或更多机箱组

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上行链路集指定组中的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集的初始配置。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logical-interconnect-groups逻辑互连模块组

更多信息

管理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第 155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6 网络
网络表示数据中心的光纤通道、以太网或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网络。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网络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连接

• 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的零个或一个上行链路集

• 对于标记的以太网网络，零个或更多网络集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fc-networks、ethernet-networks 或
fcoe-networks

网络

更多信息

管理网络和网络资源 （第 147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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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7 网络集
网络集表示一组按单一名称标识的标记的以太网网络。 网络集用于简化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和服
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如果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连接指定了一个网络集，则它可以访问任何成员网
络。 此外，如果向网络集添加或从中删除网络，则指定该网络集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与该项更改隔
离。 网络集的一个常见用途是作为到 vSwitch 的多个 VLAN 的干线。
在该资源模型中：

• 网络集可以包含零个或更多标记的以太网网络。

• 标记的以太网网络可以是零个或更多网络集的成员。

• 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连接可以指定一个网络或网络集。

• 网络集不能是上行链路集的成员。

其他配置规则也适用。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网络集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连接，并通过这些连接与零个或更多服务器配置文件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以太网网络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network-sets网络集

更多信息

关于网络集 （第 148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8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是一种资源，可用于部署（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以供服务器使用。 HPE
OneView 连接到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并配置该服务器以部署操作系统。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设备包含用于部署和自定义操作系统以供 Synergy 服务器使用的软件。
HPE OneView 在配置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后对其进行管理，并显示属性、管理设置、操作系统
部署计划以及引用可用的操作系统部署计划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列表。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一个用于连接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和 Synergy Composer 设备的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管理网络。

• 一个在 Synergy Image Streamer 部署的服务器和卷之间流式传输 iSCSI 通信时使用的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

• 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 恰好一个机箱组。

• 恰好一个逻辑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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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或多个服务器配置文件，带有特定于服务器的设置以用于部署操作系统。

• 一个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计划（通过已部署的目标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deployment-servers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更多信息

管理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第 201 页）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文档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19 输电设备
输电设备是一种物理资源，它从数据中心进线口向机架组件输送电力。 您可以创建配电设备对
象，以描述机架中的一个或多个组件的电源。 输电设备可能包括供电线路、断路器面板、分支电
路、PDU、插排、插座和 UPS 设备。
有关输电设备的完整列表，请参阅“输电设备”屏幕的屏幕详细信息联机帮助。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输电设备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机架

• 零个或更多未管理的设备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power-devices输电设备

更多信息

管理功率 （第 197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0 机架
机架是一种包含 IT 设备的物理结构，例如，数据中心的机箱、服务器、输电设备和未管理的设
备。 通过描述机架中的设备的物理位置、大小和散热限制，您可以为数据中心启用空间和电源规
划以及功率分析功能。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机架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一个数据中心

• 零个或更多机箱

• 零个或多个服务器硬件实例

• 零个或更多未管理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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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个或更多输电设备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racks机架

更多信息

管理功率 （第 197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1 SAN 管理器
通过 “SAN 管理器”，可使管理 SAN 的系统接受 HPE OneView 的管理。 如果将 SAN 管理器添
加到 HPE OneView 中，它管理的 SAN 可以与 HPE OneView 网络相关联，您可以将这些网络
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

在该资源模型中：

• SAN 管理器不直接与 HPE OneView 资源相关联。 它们管理的 SAN（称为管理的 SAN）可
以与 HPE OneView 网络相关联，可随后将这些网络配置到服务器配置文件中。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SAN 管理器资源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SAN 管理器上的管理的 SAN 可以与一个 HPE OneView 网络相关联，该网络可以与一个服
务器配置文件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device-managersSAN 管理器

更多信息

SAN 管理器 （第 206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2 SAN
SAN 将由 SAN 管理器发现，并在与 HPE OneView 网络相关联时成为被管理的对象。 通过 SAN
连接到卷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可自动配置服务器、SAN 分区和存储系统，使服务器可以访问该卷。
在添加 SAN 所属的 SAN 管理器时，HPE OneView 可以使用 SAN。
在该资源模型中：

• SAN 与所在的 SAN 管理器相关联。

• SAN 可以与一个或多个光纤通道 (FC) 或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网络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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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SAN 资源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SAN 管理器上的管理的 SAN 可以与一个或多个光纤通道 (FC) 和（或）通过以太网的光纤
通道 (FCoE) 网络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fc-sansSAN

更多信息

SAN （第 208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3 服务器硬件
服务器硬件表示服务器硬件的实例。

有关支持的服务器硬件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服务器硬件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 如果没有为服务器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则无法执行需要使用
服务器配置文件资源的操作，例如，管理固件或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不过，您可以执行以
下操作：

■ 将管理的服务器硬件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包括自动将服务器固件更新为 HPE
OneView 进行管理所需的最低版本。

注意： 尝试添加低于 HPE OneView 所需的最低固件版本的监视的服务器将会失败，
并且必须在 HPE OneView 之外更新固件，例如，使用 Smart Update Manager。

■ 查看清单数据。

■ 打开或关闭服务器的电源。

■ 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

■ 监视电源、散热和利用率。

■ 监视运行状况和警报。

• 恰好一个服务器硬件类型。

• 恰好一个机箱设备托架。 该关联也适用于全高刀片服务器，这些刀片服务器占据两个设备托
架，但仅与顶部托架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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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注释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您可以使用服务器硬件资源（而不是服
务器配置文件资源）执行相应的操作，
例如，关闭或打开服务器电源，重置服
务器以及启动 HPE iLO 远程控制台。
可以通过 UI 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
REST API 不包括用于启动 iLO 远程控
制台的 API。

server-hardware服务器硬件

更多信息

管理服务器硬件 （第 121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4 服务器硬件类型
服务器硬件类型捕获有关服务器硬件的物理配置的详细信息，并定义分配给该类型的服务器硬件
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可用设置。 例如，HPE Synergy 480 Gen9 计算模块的服务器硬件类型包含
一组完整的默认 BIOS 设置以用于该刀片服务器硬件配置。
在 HPE OneView 中添加机箱时，HPE OneView 检测机箱中安装的服务器，并为找到的每种独
特的服务器配置创建一种服务器硬件类型。 在添加独特的机架安装服务器型号时，HPE OneView
将为该服务器配置创建新的服务器硬件类型。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服务器硬件类型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服务器配置文件

• 零个或更多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 零个或更多服务器，它们具有该服务器硬件类型定义的类型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erver-hardware-types服务器硬件类型

更多信息

关于服务器硬件类型 （第 124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5 服务器配置文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将服务器配置的重要内容捕获到一个地方，您可以按照最佳实践快速且一致地配
置聚合基础设施硬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可以包含有关服务器硬件的以下配置信息：

• 基本服务器标识信息

• 操作系统部署设置

• 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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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以太网网络、以太网网络集、FCoE 网络和光纤通道网络的连接

• 本地存储

• SAN 存储

• 引导设置

• BIOS 设置

• 物理或虚拟 UUID（通用唯一标识符）、MAC（介质访问控制）地址和 WWN（全球通用名
称）地址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服务器配置文件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 零个或更多连接资源。 您可以使用连接资源指定从服务器到网络或网络集的连接。 如果您
没有至少指定一个连接，则服务器无法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的可用网
络和网络集取决于包含服务器硬件的机箱的逻辑互连模块配置。

• 零个或一个服务器硬件资源。

• 恰好一个服务器硬件类型资源。

• 恰好一个机箱组资源。

为了支持移植服务器配置文件，服务器配置文件与机箱组资源相关联，而不是与机箱资源相
关联。 由于机箱组中的机箱具有完全相同的配置，因此，您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任
何相应的服务器硬件，而无论机箱组中的哪个机箱和托架包含该服务器硬件。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erver-profiles服务器配置文件

更多信息

管理服务器配置文件 （第 126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6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可以帮助在 HPE OneView 中监视、标记和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定义了以下内容的配置来源：

• 固件版本

• 到以太网网络、以太网网络集和光纤通道网络的连接

• 本地存储

• SAN 存储

• 引导设置

• BIOS 设置

• 配置文件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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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服务器配置文件资源。

• 零个或更多连接资源。

• 恰好一个服务器硬件类型资源。

• 恰好一个机箱组资源。

为了支持移植服务器配置文件，服务器配置文件与机箱组资源相关联，而不是与机箱资源相
关联。 由于机箱组中的机箱具有完全相同的配置，因此，您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任
何相应的服务器硬件，而无论机箱组中的哪个机箱和托架包含该服务器硬件。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erver-profile-templates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更多信息

管理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第 137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7 存储池
存储池存在于存储系统上，并包含卷。 在存储系统上使用该系统的管理软件创建存储池。 将存
储池添加到 HPE OneView 后，可添加现有卷或新建卷。
在该资源模型中：

• 存储池仅存在于一个存储系统上。

• 存储池可以包含零个或更多卷。

• 存储池可以与零个或更多卷模板相关联。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存储池资源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一个存储系统，并且通过它，与零个或更多卷相关联，这些卷可连接到零个或更多服务器配
置文件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torage-pools存储池

更多信息

存储池 （第 205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8 存储系统
可将支持的存储系统连接到 HPE OneView 以管理存储池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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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资源模型中：

• 存储系统可以包含零个或更多存储池。

• 存储系统可以包含每个存储池中的零个或更多卷。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存储系统资源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存储池，并且通过这些存储池，与零个或更多卷相关联。

• 通过零个或更多卷，与零个或更多服务器配置文件相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torage-systems存储系统

更多信息

存储系统 （第 204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29 未管理的设备
未管理的设备是一种物理资源，它位于机架中或消耗电能，但 HPE OneView 当前未对其进行管
理。 一些未管理的设备是不支持的设备，HPE OneView 无法对其进行管理。
通过 Intelligent 电源查找 (IPD) 连接来连接到 Intelligent 配电装置 (iPDU) 的所有设备将作为未管
理的设备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
不支持 IPD 的其他设备（如 KVM 交换机、路由器、机架中的显示器和键盘）不会自动添加到未
管理的设备列表中。 要在 HPE OneView 中包含这些设备，您可以手动添加这些设备并描述其名
称、机架位置和电源要求。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未管理的设备资源与资源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零个或更多机架

• 零个或更多输电设备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注释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您可以使用 UI 或 REST API 查看、添加或编辑未管
理的设备的属性。 要删除未管理的设备，您必须使
用 REST API。

unmanaged-devices未管理的设备

更多信息

关于未管理的设备 （第 123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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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上行链路集
上行链路集将数据中心网络分配给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端口。 上行链路必须来自作为上行链路集
所属的逻辑互连模块成员的物理互连模块。 上行链路集是逻辑互连模块的一部分。 对于每个逻
辑互连模块：

• 上行链路集不能包含网络集。

• 网络可以是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一个上行链路集的成员。

• 上行链路集可以包含一个光纤通道网络。

• 上行链路集可以包含多个以太网网络。

• 上行链路集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 FCoE 网络，但上行链路必须包含在单个支持 FCoE 的互连
模块中。

• 内部网络允许在逻辑互连模块中建立服务器到服务器的连接。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创建内部网
络：在内部网络中添加现有的网络，并且不将其与上行链路集相关联。 如果将内部网络添加
到上行链路集中，则会自动从内部网络中删除该网络。

必须为在多框体配置中支持连接到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的上行链路集分配 Image Streamer
类型以正确配置关联的端口。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包含一个网络和 4 个上行链路端口。
必须为单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中的上行链路集分配“以太网”类型，并使用一个上行链路端
口。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上行链路集是逻辑互连模块或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一部分。

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上行链路集指定作为该组成员的逻辑互连模块使用的上行链路集的配置。
如果逻辑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集与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上行链路集不匹配，则 HPE OneView 向您
通知该逻辑互连模块与其组不一致。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uplink-sets“逻辑互连模块”或“逻辑互连模块组”

更多信息

关于上行链路集 （第 156 页）
管理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第 155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31 卷
卷是从存储池中分配的虚拟磁盘。 服务器配置文件可定义服务器到卷的连接。
在该资源模型中：

• 卷仅存在于一个存储池中，而该存储池仅存在于一个存储系统上。

• 可将卷连接到零个、一个或多个服务器配置文件。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卷资源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一个存储池，并且通过它与一个存储系统相关联

• 通过卷连接与零个、一个或多个服务器配置文件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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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torage-volumes卷

更多信息

卷 （第 205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2.32 卷模板
卷模板定义根据它创建的卷的设置。 可以使用卷模板创建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卷。
在该资源模型中：

• 可以将卷模板与一个存储池相关联。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卷模板资源与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中的以下资源相关联：

• 一个存储池，它可有零个、一个或多个卷模板与其关联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torage-volume-templates卷模板

更多信息

卷模板 （第 206 页）
资源模型摘要图 （第 36 页）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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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 Synergy Composer 的安全功能
HPE OneView 在专用 Synergy Composer（嵌入到硬件中的管理软件）上运行。 HPE OneView
配置为自带安全强化功能。

现在仅支持传输层安全 (TLS) 协议访问 GUI、REST API 和消息总线。 应了解文档中任何引用
“SSL”的情况均表示“TLS”协议。

3.1关于安全强化
HPE OneView 的安全（强化）功能如下：

• 遵循最佳实践操作系统安全准则：

HPE OneView 通过仅运行提供功能所需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漏洞。■

■ HPE OneView 实施强制访问控制。

■ HPE OneView 维护一个防火墙，以允许特定端口上的通信通过并阻止所有未使用的端
口。 有关使用的网络端口的列表，请参阅“HPE OneView 所需的端口” （第 66 页）。

■ 仅使用所需的权限运行主要服务；不会以高权限的用户身份运行它们。

■ 操作系统引导程序受密码保护。 如果有人尝试在单用户模式下引导，他们无法破坏 HPE
OneView 的安全。

■ 在操作系统级别下不允许有用户（不允许交互式操作系统登录）。 用户通过以下方式与
HPE OneView 严格进行交互：
– REST API（以编程方式或通过图形用户界面）

– 状态更改消息总线（AMPQ 接口）

– 用于访问不受管理的互连模块的强制 CLI Shell

• HPE OneView 被设计为完全在隔离的管理 LAN 上运行。 不需要访问生产 LAN。

•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允许管理员根据用户针对特定资源的职责，快速确定他们的
身份验证和授权。 RBAC 还简化了在 UI 中显示的内容：
■ 用户只能启动针对为他们授权的资源的操作。 例如，具有网络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只能启
动针对网络资源的操作，具有服务器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只能启动针对服务器资源的操
作。

■ 具有基础设施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具有所有屏幕和操作的完全访问权限。

• HPE OneView 支持与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或 OpenLDAP 集成以进行用户身份验证。
在使用企业目录时，可以完全禁用本地 HPE OneView 用户帐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
于目录服务身份验证”。

• 在第一次登录时，HPE OneView 强制更改密码。 不能再次使用默认密码。

• HPE OneView 支持自签名证书和颁发机构颁发的证书。
HPE OneView 最初配置了一个自签名证书。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您可以生成 CSR（证书
签名请求），在收到后，上载证书。 这可确保到 Synergy Composer 的 HTTPS 连接的完整
性和真实性。

• 限制主机操作系统用户进行访问的 UI。

• 所有浏览器操作和 REST API 调用都使用 HTTPS。 将禁用所有弱 SSL（安全套接字层）密
码。

• Synergy Composer 的固件映像由 HPE 进行数字签名。 当重新映像 Composer 以快速使其
达到特定固件版本级别时，重新映像过程将验证数字签名。 这样可确保映像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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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E OneView 支持安装修补程序或升级到下一个版本的安全更新过程。 更新由 HPE 进行
数字签名，更新过程将验证数字签名。 签名和验证可确保软件更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数据下载仅限于支持转储文件（默认加密）、专用的备份文件、审核日志和证书。

• 备份文件和事务日志是专用的。

• 默认加密支持转储，但基础设施管理员可以选择不加密它们。 使用其他角色的用户创建支持
转储时，系统会自动将其加密以保护客户信息。

• HPE OneView 支持“服务控制台访问”，从而使 HPE 支持代表能够使用客户的权限获取
Synergy Composer 特权访问的一次性密码，以执行高级诊断。 请参阅“启用或禁用授权的
服务访问”。

•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密切关注安全公告以了解 HPE OneView 软件组件面临的威胁，
并根据需要发布软件更新。

3.2 保护 Synergy Composer 安全的最佳实践
下表列出了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在物理和虚拟环境中使用的部分安全最佳实践。 由
于人们采用的安全策略和实施方法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很难提供一个完整且明确的列表。

最佳实践主题

• 限制本地帐户数。 将 HPE OneView 与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或 OpenLDAP 等企业目录
解决方案相集成。

帐户

• 如有可能，请使用受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 (CA) 签名的证书。
HPE OneView 使用证书进行身份验证和建立信任关系。 最常使用证书的一个场合是在建立从
Web 浏览器到 Web 服务器的连接时。 作为 HTTPS 协议的一部分，使用 TLS 进行机器级别
的身份验证。 证书还可用于在设置通信通道时验证设备身份。
HPE OneView 支持自签名证书和 CA 颁发的证书。
HPE OneView 最初为 Web 服务器和消息代理软件配置了自签名证书。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客户分析其安全需求（即，执行风险评估）并考虑使用受信任
的 CA 签名的证书。 为了达到最高级别的安全性，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使用受信
任的证书颁发机构签名的证书：

■ 理想情况下，应使用贵公司现有的 CA 并导入其受信任的证书。 应将受信任的根 CA 证书
部署到用户的浏览器中，这些浏览器将连接到需要执行证书验证的系统和设备。

■ 如果贵公司没有自己的证书颁发机构，请考虑使用外部 CA。 有许多第三方公司可提供受信
任的证书。 您将需要与外部 CA 合作，为特定设备和系统生成证书，然后将这些受信任的
证书导入到使用这些证书的组件中。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您可以生成 CSR（证书签名请求），在收到后，请将证书上载到 HPE
OneView Web 服务器中。 这可确保到 Synergy Composer 的 HTTPS 连接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对于数据库和消息代理也可上载证书。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证书颁发机构”。

证书

•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创建一个专用的管理 LAN，并使用 VLAN 或防火墙技术（或
这两者）将其与生产 LAN 分开。

■ 管理 LAN
仅向经过授权的人员授予管理 LAN 访问权限。 例如，基础设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和服务
器管理员。

• 不要将管理系统（如 Synergy Composer、iLO）直接连接到 Internet。
如果需要入站 Internet 访问权限，请使用提供防火墙保护的公司 VPN（虚拟专用网络）。 对
于出站 Internet 访问权限（例如，用于 Remote Support），请使用安全的 Web 代理服务器。
要设置 Web 代理，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准备 Remote Support 注册”或“配置代理设置”以获取
详细信息。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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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主题

• HPE OneView 经过预先配置，以便在其管理环境中删除或禁用非必要服务。 在配置主机系
统、管理系统和网络设备（包括未使用的网络端口）时，请最大限度减少服务数，以确保大大
减少您的环境可能遭到攻击的途径。

不太重要的服务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将 HPE OneView 与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或 OpenLDAP
等企业目录相集成，并禁用本地 HPE OneView 帐户。 然后，您的企业目录可以实施通用密码管
理策略，例如密码生命周期、密码复杂性和最小密码长度。

密码

• 根据用户需要执行其任务的访问权限清楚地定义角色并将角色分配给用户。

基础设施管理员角色应保留用于最高访问权限。

角色

• 请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和步骤，例如，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 (ITIL) 定义的措施和步骤。 有关详细
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itil-officialsite.com/home/home.aspx

服务管理

• 在 www.hpe.com/support/e-updates 注册以获取 HPE OneView 公告。

• 在您的环境中定期安装所有组件的更新。

更新

• 告知管理员其角色和责任的变化。

• 限制只有授权用户才能访问控制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对 Synergy Composer 控制
台的访问”。

• 如果在环境中使用入侵检测系统 (IDS) 解决方案，请确保该解决方案可以查看虚拟交换机中的
网络通信。

• 设置一个与生产计算机分开的信任区域，例如，DMZ（网络隔离区）。

• 确保对光纤通道设备进行正确的访问控制。

• 同时在存储和计算主机上使用 LUN 掩码。

• 确保在主机配置中定义 LUN，而不是通过查找执行该操作。

• 如果可能的话，请使用基于端口 WWN（全球名称）的硬分区（这会限制跨结构的通信）。

• 确保在交换机端口级别实施与 WWN 的通信。

受管环境

3.3 创建登录会话
在通过浏览器或某些其他客户端（例如，使用 REST API）登录到 HPE OneView 时，将创建一
个登录会话。 向 HPE OneView 发出的其他请求使用会话 ID，必须对其进行保护，因为它代表
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

在您注销或会话超时（例如，如果会话处于空闲状态的时间超过会话空闲超时值）之前，会话将
一直有效。

默认超时值是 24 小时。 要更改每个会话的值，请使用 POST
/rest/sessions/idle-timeout。

3.4 用于 Synergy Composer 访问的身份验证
需要使用用户名和密码验证身份后才能访问 HPE OneView。 用户帐户是在 HPE OneView 或企
业目录中配置的。 将通过 SSL 完成所有访问（浏览器和 REST API），以便在通过网络传输期
间保护凭据，包括身份验证。

3.5 控制授权用户的访问
对 HPE OneView 的访问是由角色控制的，角色描述了允许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执行的操作。 每
个用户必须至少与一个角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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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指定用户帐户和角色
必须向 HPE OneView 上的用户登录帐户分配角色，该角色将决定用户有权执行的操作。
有关每个角色以及这些角色提供的功能的信息，请参阅“关于用户角色”。
有关如何添加、删除和编辑用户帐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3.5.2 映射 iLO 的 SSO 角色
HPE OneView 允许以 SSO（单一登录）方式登录到 iLO，而不存储用户创建的 iLO 凭据。 下表
介绍了 HPE OneView 和 iLO 之间的角色映射。

SSO 到 iLO 角色HPE OneView 角色

Admin基础设施管理员

Admin服务器管理员

用户网络管理员

用户只读

无备份管理员

用户存储管理员

HPE OneView 角色
请参阅“关于用户角色”。

iLO 角色

• 管理员权限允许分配服务器重置、远程控制台和登录任务的所有管理权限。

• 用户权限具有基于 IP 地址、DNS 名称或时间的访问限制。

3.5.3 映射 HPE OneView 与 iLO 和 iPDU 的交互
HPE OneView 在 iLO 和 iPDU 上执行配置。 下表简要说明 HPE OneView 如何与这些设备进行
交互。

有关防火墙信息，请参阅“HPE OneView 所需的端口”。

iPDUiLO说明协议或交互

配置使用配置配置使用

✓✓配置 NTPNTP

✓✓✓✓✓启用和配置 SNMP 以
收集信息

SNMP

✓✓✓✓✓启用和配置发送到 HPE
OneView 的 SNMP 陷
阱

SNMP 陷阱

✓✓收集信息（具体的协议
各不相同，但都使用
SSL）

HTTPS
(RIBCL/SOAP/JSON)1

✓从 UI 链接到 iLO 远程
控制台

远程控制台

未使用SSH

未使用T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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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DUiLO说明协议或交互

配置使用配置配置使用

✓收集常规系统信息XML 回复

✓✓✓启用和配置 SSO 证书
以访问 UI。 有关授予
的权限，请参阅“映射
iLO 的 SSO 角色”。

SSO

✓✓✓✓使用管理员级别用户帐
户（和随机生成的密
码）配置和管理系统

HPE OneView 用户帐
户

1 SSL 加密网络上的通信，但不会验证远程系统的证书。

3.6 保护凭据
本地用户帐户密码是使用随机值哈希存储的；即，将它们与一个随机字符串合并在一起，然后将
合并的值存储为哈希。 哈希是一种单向算法，它将一个字符串映射到一个唯一值，以便无法从哈
希中检索原始字符串。

将在浏览器中遮蔽密码。 通过网络在 HPE OneView 与浏览器之间传输密码时，由 SSL 保护密
码。

本地用户帐户密码必须至少为 8 个字符，并且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 HPE OneView 没有实施
额外的密码复杂性规则。 站点安全策略确定密码强度和过期时间（请参阅“保护 SynergyComposer
安全的最佳实践” （第 58 页））。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将外部身份验证目录服务
（也称为企业目录）与 HPE OneView 集成。 目录服务将实施密码管理策略，例如最小长度和复
杂性。

3.7 了解审核日志
审核日志包含对 HPE OneView 执行的操作的记录，可用于区分个体责任。
必须具有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才能下载审核日志。

有关从 UI 中下载审核日志的信息，请参阅“下载审核日志”。
应监视审核日志，因为将定期滚动更新这些日志以防止变得太大。 请定期下载审核日志以保留长
期的审核历史记录。

对于每个会话，每个用户具有唯一的日志记录 ID，以便在审核日志中跟踪用户的使用情况。 某
些操作由 HPE OneView 执行，可能没有日志记录 ID。
下面是审核条目的详细组成部分：

说明标记

事件的日期和时间日期/时间

内部组件的唯一标识符内部组件 ID

组织 ID。 保留以供内部使用保留

用户的登录域名用户域

用户名用户名/ID

与消息关联的用户会话 ID会话 ID

与消息关联的任务资源的 URI任务 ID

客户端（浏览器）IP 地址确定发出请求的客户端计算机客户端主机/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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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标记

操作结果，它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 SUCCESS

• FAILURE

• SOME_FAILURES

• CANCELED

• KILLED

结果

操作说明，它可以是以下值之一：

•••• CANCELEDUNSETUPLISTADD

• •••MODIFY LOGINDEPLOYENABLE

•• ••DISABLEDELETE LOGOUTSTART

••• •DONESAVEACCESS DOWNLOAD_START

••• KILLEDSETUPRUN

操作

事件的严重性说明，它可以是以下值之一，它们是按重要性的降序列出的：

• INFO

• NOTICE

• WARNING

• ERROR

• ALERT

• CRITICAL

严重性

有关 REST API 类别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资源类别

与任务关联的资源 URI/名称资源 URI/名称

审核日志中显示的输出消息消息

维护控制台条目 
审核日志包含以下维护控制台事件的条目：

• 成功的登录

• 失败的登录

• 失败的质询响应授权尝试

• 尝试重新启动 HPE OneView

• 尝试关闭 HPE OneView

• 尝试重置管理员密码

• 尝试激活 Synergy Composer

• 服务控制台启动和退出

• 直接进入而不需要登录

3.8 选择审核日志策略
选择策略以下载和检查审核日志。

审核日志包含对 HPE OneView 执行的操作的记录，可用于区分个体责任。 随着审核日志变得越
来越大，将删除一些旧信息。 要保存长期的审核历史记录，您必须定期下载并保存审核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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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审核日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审核日志” （第 61 页）。

3.9 通过 SSL 访问 Synergy Composer
对 HPE OneView 的所有访问均通过 HTTPS（通过 SSL 的 HTTP）进行，此项技术加密网络上
的数据并帮助确保数据完整性。 有关支持的密码套件列表，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保护设备的算
法”。

3.10 从浏览器中管理证书
证书通过 SSL 对 HPE OneView 进行身份验证。 证书包含一个公钥，HPE OneView 保留相应的
私钥，它将唯一地绑定到公钥。

注意： 本节从浏览器的角度介绍了证书管理。 有关非浏览器客户端（如 cURL）如何使用证书
的信息，请参阅该客户端的文档。

证书还包含 Synergy Composer 的名称，SSL 客户端使用该名称来识别 Synergy Composer。
证书具有以下框：

• 公用名 (CN)
该名称是必需的。 默认情况下，它包含 Synergy Composer 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 备用名

该名称是可选的，但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提供该名称，因为它支持多个名称（包
括 IP 地址）以最大限度减少浏览器发出的名称不匹配警告。
默认情况下，此名称由完全限定主机名（如果正在使用 DNS）、短主机名和 Synergy
Composer IP 地址组成。

注意： 如果您输入“备用名”，这些名称之一必须是“公用名”条目。

在手动创建自签名证书或证书签名请求时，可以更改这些名称。

3.10.1 自签名证书
HPE OneView 生成的默认证书为自签名证书；并非由受信任的证书颁发机构颁发。
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不信任自签名证书，因为浏览器无法预先识别它们。 浏览器将显示警告对话
框；您可以通过该对话框在接受证书之前检查自签名证书内容。

3.10.2 使用证书颁发机构
可以使用受信任的 CA（证书颁发机构）简化证书信任管理；该 CA 颁发您导入的证书。 如果将
浏览器配置为信任该 CA，则也会信任该 CA 签名的证书。 CA 可以是内部的（由您的组织运行
和维护），也可以是外部的（由第三方运行和维护）。

您可以导入 CA 签名的证书，并使用该证书而不是自签名证书。 完整步骤如下所示：
1. 您生成 CSR（证书签名请求）。
2. 您复制 CSR 并按照 CA 指示将其提交到 CA。
3. CA 对请求者进行身份验证。
4. CA 按照 CA 规定将证书发送给您。
5. 您导入证书。

有关生成 CSR 和导入证书的信息，请参阅 UI 帮助。

3.10.3 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HPE OneView 使用证书通过 SSL 进行身份验证。 证书包含一个公钥，HPE OneView 保留相应
的私钥，它将唯一地绑定到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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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颁发机构 (CA) 是颁发证书的受信任方，以使信任该 CA 的其他人也信任主机。 实质上，CA
保证主机的真实性。

有关创建自签名证书的信息，请参阅“创建自签名证书” （第 64 页）。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按照 CA 的要求，为请求收集信息。

• 获取 CA 的质询密码。
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选择“操作”→“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3. 输入在屏幕上请求的数据。

4. 单击 “确定”。
5. 复制对话框中的证书请求数据，并将其发送到 CA。 CA 指定如何发送证书请求数据以及发
送到何处。

6. 单击 “确定”。
后续步骤：从 CA 收到证书后，导入证书。 请参阅导入证书。

3.10.4 创建自签名证书
HPE OneView 使用证书通过 SSL 进行身份验证。 证书包含一个公钥，HPE OneView 保留相应
的私钥，它将唯一地绑定到公钥。

自签名证书表示主机为自身担保，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适当的。 默认情况下，浏览器不信任
自签名证书并显示警告。

更安全的方法是使用第三方证书颁发机构颁发的证书。 有关这些证书的信息，请参阅“创建证书
签名请求” （第 63 页）。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创建自签名证书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单击“安全”。
3. 选择“操作”→“创建自签名证书”。
4. 输入在屏幕上请求的数据。

5. 根据需要，输入可选的信息。

6. 单击 “确定”。
7. 验证是否创建了证书。 证书信息将显示在屏幕上。

3.10.5 导入证书
向 CA 发送证书签名请求并收到证书后，您必须导入该证书。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确保其他用户没有登录到 HPE OneView 上。
导入证书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单击“安全”。
3. 选择“操作”→“导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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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复制证书文本并将其粘贴到提供的框中。

5. 单击“确定”。
6. 在 Web 服务器重新启动并重新连接后，登录到 HPE OneView。

3.10.6 查看证书设置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备份管理员、只读

查看证书设置

1. 从主菜单中导航到“设置”屏幕。
2. 选择“概述”→“安全性”→“证书”。

3.10.7 下载自签名证书并将其导入到浏览器
下载并导入自签名证书的优点是绕过浏览器警告。

在安全的环境中，不应下载和导入自签名证书，除非已验证该证书并了解和信任特定的设备。

在安全性较低的环境中，如果了解和信任证书创建者，则可以下载和导入设备证书。 但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不建议这样做。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和 Google Chrome 使用相同的证书存储。 可以使用 Google Chrome
和 Internet Explorer 导入通过 Internet Explorer 下载的证书。 同样，两个浏览器也可以导入通过
Google Chrome 下载的证书。 Mozilla Firefox 具有自己的证书存储，只能使用该浏览器下载并导
入证书。

下载并导入自签名证书的步骤因浏览器而异。

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下载自签名证书
1. 单击“证书错误”区域。
2. 单击“查看证书”。
3. 单击“详细信息”标签。
4. 验证证书。

5. 选择“复制到文件...”。
6. 使用证书导出向导将证书保存为 Base-64 编码的 X.509 文件。
使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导入自签名证书
1. 选择“工具”→“Internet 选项”。
2. 单击“内容”标签。
3. 单击“证书”。
4. 单击“导入”。
5. 使用证书导入向导。

a. 在提示您输入证书存储时，选择“放置...”。
b. 选择“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存储。

3.10.8 验证证书
您可以通过浏览器查看证书以验证证书的真实性。

在登录到 HPE OneView 后，选择“设置”→“安全性”以查看证书。 记下以下属性以进行比较：

• 指纹（特别重要）

• 名称

• 序列号

• 有效期

将该信息与浏览器显示的证书进行比较，即，从 HPE OneView 外部浏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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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非浏览器客户端
HPE OneView 支持大量的 REST API。 任何客户端（不只是浏览器）都可以发出 REST API 请
求。 调用者必须确保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保证凭据的保密性，包括：

• 用于数据请求的会话令牌。

• 响应，包括加密使用 HTTPS 通过线路传输的凭据。

3.11.1 密码
cURL 等客户端可能会以明文形式显示和存储密码。
务必小心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擅自：

• 查看显示的密码

• 查看会话标识符

• 访问保存的数据

3.11.2 SSL 连接
客户端应将 HTTPS 指定为所用的协议，以确保在网络上使用 SSL 保护敏感数据。 如果客户端
指定 HTTP，则会将其重定向到 HTTPS 以确保使用 SSL。
通过使用客户端所需的设备证书，可以成功建立 SSL 连接。 一种获取证书的简便方法是，使用
浏览器访问设备；有关使用浏览器获取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从浏览器中管理证书” （第 63 页）
。

3.12 HPE OneView 所需的端口
HPE OneView 要求提供特定的端口以管理服务器、机箱和互连模块。

表 1 HPE OneView 所需的端口

说明使用协议端口号

用于 SSH 和 SFTP。 与互连模块进行通信时需要 SSH 。
SFTP，需要用于诸如固件升级版本和支持转储等操作。

入站和出站TCP22

用于 HTTP 接口。 一般情况下，此端口重定向到端口 443；
iLO 需要通过此端口进行访问。

入站TCP80

HPE OneView 充当 NTP 服务器，iLO 需要访问该服务器。入站UDP123

用作 NTP 客户端以同步 HPE OneView 时间。出站UDP123

支持调用 SNMP GET 以通过 iLO 从服务器获取状态数据。
还用于 iPDU。

出站UDP161

用于从 iLO 和 iPDU 设备中提供 SNMP 陷阱支持。 此端口还
可用于监视 VC 互连模块和陷阱转发。

入站UDP162

用于到用户界面和 API 的 HTTPS 接口。入站TCP443

用于对 iLO 进行安全 SSL 访问。 用于 Redfish、RIBCL、
SOAP 和 iPDU 通信。

出站TCP443

用作替代 SNMP 陷阱端口。入站UDP2162

允许外部脚本或应用程序连接到 SCMB（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并监视来自 SCMB 的消息。

入站TCP5671

用于从 HPE OneView 中访问 iLO 虚拟介质。出站TCP17988

提供到远程控制台的浏览器访问。浏览器到 iLOTCP1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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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控制对 Synergy Composer 控制台的访问
访问控制台的典型合法用途是：

• 执行硬件设置操作

• 解决网络配置问题

• 重置管理员密码

有关如何重置管理员密码的信息，请参阅“重置管理员密码” （第 218 页）。

• 启用现场的授权支持代表的服务访问

3.13.1 启用或禁用授权的服务访问
在首次启动 HPE OneView 时，可决定允许或禁止现场授权支持代表进行访问。 默认情况下，允
许现场授权支持代表通过 Synergy Composer 控制台访问您的系统以及诊断您已报告的问题。
支持访问具有特权，它允许现场授权支持代表调试 Synergy Composer 上的任何问题。 对服务
访问帐户的访问需要技术人员使用类似于密码重置的质询/响应机制获取一次性密码。
在初始配置 HPE OneView 后，基础设施管理员可以随时使用以下步骤通过 UI 启用或禁用服务
访问：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启用或禁用授权的服务访问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单击“安全性”面板中的“编辑”图标。
将打开“编辑安全性”窗口。

3. 选择相应的“服务控制台访问”设置：
• “已禁用” - 禁止访问控制台。

• “已启用” - 允许访问控制台。
4. 单击“确定”。
还可使用 /rest/appliance/settings REST API 启用或禁用服务访问。

小心：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启用访问。 否则，授权的支持代表无法访问 HPE
OneView 以解决问题。

3.14 您可以从 Synergy Composer 中下载的文件
可从 HPE OneView 下载以下数据文件：

• 支持转储

默认情况下，支持转储中的所有数据都经过加密，只有经授权的支持代表可访问这些数据。

• 备份文件

备份文件中的所有数据采用专用的格式。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根据组织的安
全策略加密该文件。

• 审核日志

不记录会话 ID，而仅记录相应的日志记录 ID。 不记录密码和其他敏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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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导航图形用户界面
4.1 关于图形用户界面

要了解 UI 屏幕上的常见区域、图标和控件的名称，请查看在图像后面显示的编号说明。

图 3 屏幕拓扑

6 会话控件：跟踪当前登录到设备的用户以
及每个登录会话的持续时间。 还可编辑一

1 HPE OneView 主菜单：用于导航到资源
的主菜单。 单击  图标或单击该区域中
的任意位置以展开菜单。 些用户帐户信息，具体取决于您的用户凭

据。2 “视图”选择器：用于控制显示的资源相关
信息，以便专注于感兴趣的内容。 7 帮助控件：展开（或隐藏）边栏以访问 UI

和 REST API 帮助、EULA 和书面要约以
及 HPE OneView 在线用户论坛。

3 映射视图图标：提供选定资源和其他资源
之间关系的图形表示形式。 要查看这些关

8 “活动”边栏：显示当前资源的最近警报和
任务活动。 可以使用活动控件图标打开（或
关闭）该边栏。

系，请选择  图标，或者在视图选择器中
选择“映射”视图。

4 “操作”菜单：提供可对当前资源运行的操
作。 操作包括但不限于：添加、创建、删 9 “详细信息”窗格：提供有关选定资源实例

的所有已知信息。 要查看特定资源实例的
详细信息，请在主窗格中单击其名称。

除和编辑资源实例。 如果您没有相应的权
限以执行某个操作，则不会在“操作”菜单
上显示该操作。 10 主窗格：列出已在设备上配置的所有资源

实例。 在某些情况下，状态图标表示资源
的一般运行状况。

5 活动控件：展开（或隐藏）最近的设备、
资源或用户活动的边栏（从当前登录会话
和浏览器窗口中）。

除了图 3 “屏幕拓扑”中显示的屏幕组件以外，每个 UI 屏幕还具有一个通知区域，将在事件或活动
需要引起注意时通知您。

某些屏幕还具有一个过滤器边栏，用于控制在主窗格中显示的信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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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活动边栏
4.2.1 关于活动边栏

“活动”边栏显示在当前会话期间启动的任务。 先显示最新的任务。
任务通知提供有关启动的任务的信息（包括正在进行、错误和完成消息）。

“活动边栏”与“活动”屏幕不同，因为它仅显示最近的活动。 而“活动”屏幕显示所有活动，并且可
以列出、排序和过滤这些活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活动” （第 254 页）。
单击一个活动以显示更多详细信息。

4.2.2 活动边栏详细信息
“活动”边栏显示在当前登录会话期间生成的任务活动。

说明组件

显示在登录会话期间生成的最近任务活动。

在关闭“活动”边栏后，将在活动图标旁边显示尚未查看的警报或任务通知数。

描述警报或任务和影响的资源。

运行状态图标指示与活动关联的资源的当前状态。

活动

4.2.3 展开或折叠活动边栏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基础设施管理员、备份管理员、只读

展开或折叠活动过滤器边栏

1. 使用右侧的固定图标 ( ) 展开“活动过滤器边栏”。
使用左侧的固定图标 ( ) 折叠“活动过滤器边栏”。

2. 选择一个活动以显示更多详细信息。

下一步：过滤活动。

4.3 审核跟踪
更改跟踪提供了在操作对话框中所做的更改的历史记录，例如，添加操作。 单击对话框左下角的

 以查看更改。

图 4 扩展的审核跟踪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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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标题和主菜单
主菜单是导航到资源以及对它们执行的操作的主要方法。

要展开主菜单，请单击标题的主菜单区域。

图 5 标题

主菜单提供对资源的访问；每个资源屏幕包含一个“操作”菜单。
• 如果未授权您查看某个资源，则不会在主菜单中显示该资源。

• 如果您没有相应的权限以执行某个操作，则不会在“操作”菜单上显示该操作。

图 6 展开的主菜单

4.5 浏览器
有关浏览器使用的一般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安全环境的浏览器最佳实践”

• “常用的浏览器功能和设置”

• “浏览器要求”

• “为浏览器设置美制或公制测量单位”

4.5.1 安全环境的浏览器最佳实践

说明最佳实践

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以确保支持您的浏览器和浏
览器版本，并配置了相应的浏览器插件和设置。

使用支持的浏览器

在浏览器中，Cookie 存储验证的用户的会话 ID。 虽然在关闭浏览器时将删除 Cookie，
但在注销之前，会话在设备上仍然有效。 注销可确保使设备上的会话失效。

注意： 如果关闭浏览器，任何打开的会话将在 24 小时内失效。

从设备注销，然后关闭浏览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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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最佳实践

在登录到设备时，避免单击设备 UI 以外网站的链接或来自这些网站的链接，如在电子
邮件或即时消息中发给您的链接。 设备 UI 以外的内容可能包含恶意代码。

避免链接到设备 UI 以外的
网站或从中进行链接

在登录到设备时，避免使用同一浏览器实例浏览其他网站（例如，通过同一浏览器中的
不同标签）。

例如，要确保提供单独的浏览环境，请使用 Firefox 浏览设备 UI，使用 Chrome 浏览非
设备。

使用不同的浏览器访问设备
之外的网站

4.5.2 常用的浏览器功能和设置

说明功能

为获得最佳性能，台式机显示器的最低屏幕分辨率为 1280 × 1024 像素，笔记本显示
器的最低屏幕分辨率为 1280 × 800 像素。 支持的最小屏幕尺寸为 1024×768 像素。

屏幕分辨率

支持的语言包括美国英语、日语和简体中文。语言

您可以随时关闭浏览器窗口。 如果在登录后关闭窗口，会话将在 24 小时后失效。关闭窗口

您可以选择并复制大多数文本，但图像中的文本除外。 您可以将文本粘贴到文本输入
框中。

复制和粘贴

按 Ctrl+F 以在当前屏幕中搜索文本。在屏幕中搜索

右键单击浏览器“后退”按钮以查看活动标签的历史记录。 可以使用该功能确定您是如
何到达当前屏幕的。

本地历史记录

您可以使用浏览器的“后退”和“前进”按钮导航 UI。

注意： 不会将弹出式对话框视为屏幕。 如果在显示弹出式对话框时单击“后退”按钮，
则会返回到上一个屏幕。

如果您单击“前进”按钮以转到弹出式对话框，则会转到具有弹出式对话框链接的屏幕。
唯一的例外是直接从“操作”菜单中访问的屏幕。 如果您使用浏览器导航按钮访问这些
屏幕，则会丢失在屏幕上进行的任何未保存的更改。

后退和前进按钮

您可以为常用的屏幕创建书签。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这些链接发送给其他用户，他
们必须登录并具有此屏幕的相应授权。

书签

右键单击设备中指向资源或屏幕的超链接，以在新标签或窗口中打开链接。

注意： 如果在编辑屏幕中右键单击一个链接，您在另一个屏幕上执行的操作不会自动
刷新第一个屏幕中的窗体。

在新标签或窗口中打开屏幕

如果单击浏览器“刷新”按钮以刷新已添加但未保存信息的屏幕，则会丢失这些信息。浏览器刷新

可以使用放大或缩小功能分别增加或减少文本大小。放大/缩小

4.5.3 浏览器要求
设备具有特定的浏览器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会影响其使用情况。 支持以下浏览器：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第 10 版和第 11 版

• Mozilla Firefox：ESR 第 17 版（个人版，最新版本）

• Google Chrome（最新版本）

4.5.4 为浏览器设置美制或公制测量单位
要配置如何显示测量单位（美制或公制），请在浏览器中更改语言设置的区域部分。

公制单位用于美国以外的所有地区。 如果要使用符合美国习惯的单位，请将美国指定为地区代
码。 如果要使用公制单位，请指定任何其他地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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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设置美制或公制测量单位

步骤浏览器

1. 单击 Google 菜单图标。
2. 选择“设置”→“显示高级设置...”。
3. 向下滚动到“语言”，然后单击“语言和输入设置...”。
4. 单击“添加”，然后选择要使用的语言。
5. 重新启动浏览器以应用更改。

Google Chrome

浏览器语言和区域设置是从 Windows 设置衍生的。
1. 选择“工具”+“Internet 选项”+“常规（标签）”+语言”→“语言首选项”。
2. 指定您自己的语言标记。 在“语言首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添加”按钮，然后在

“用户定义的”框中输入您的语言标记。
3. 单击“确定”。
4. 重新启动浏览器以应用更改。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语言和区域设置是从运行的 Firefox 版本衍生的。
1. 选择“工具”→“选项”→“内容”→“语言”→“选择”。
2. 选择所需的语言，然后单击“确定”。
3. 重新启动浏览器以应用更改。

Mozilla Firefox

4.6 按钮功能
无论显示在屏幕还是对话框中，UI 按钮具有相同的功能。

表 3 标准 UI 按钮

说明按钮

从您的数据中心环境中添加项目以进行管理或监视

• “添加”添加单个项目并关闭屏幕或对话框。

• “添加 +” 用于在同一对话框中添加另一个项目。

“添加”和“添加 +”

创建设备使用的逻辑结构（如服务器配置文件、逻辑互连模块模板和网络集）。

• “创建”创建单个项目并关闭屏幕或对话框。

• “创建 +” 用于在同一会话中创建另一个项目。

“创建”和“创建 +”

关闭屏幕或对话框并返回到上一屏幕。关闭

放弃屏幕或对话框上的未保存更改，然后关闭屏幕或对话框。取消

确认并保存输入内容，然后关闭屏幕或对话框。确定

4.7 过滤器边栏
某些资源屏幕具有一个“过滤器”边栏，您可以控制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显示的信息数量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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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过滤器边栏

1 固定控件：在单击时，在“过滤器”边栏和“过滤器”标题栏之间切换。 如果显示过滤器标题，
将在屏幕中的资源标题下面显示过滤器标题。 在显示标题栏时，可以单击过滤器名称以访问
过滤器选项。

2 通过使用过滤条件，您可以优化主窗格中显示的资源信息。

4.8 帮助边栏

可以单击标题中的  图标以打开帮助边栏。 帮助边栏提供了一些超链接，它们指向帮助系统、
产品中使用的开源代码、合作伙伴计划、初始配置过程、许可协议、正式文件以及在线用户论
坛。

图 8 帮助边栏

1 在新的浏览器窗口或标签中打开当前屏幕的上下文相关帮助。
2 在新的浏览器窗口中打开帮助内容顶部，以便导航到 UI 帮助的整个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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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的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REST API 参考内容顶部，以便导航到 REST API 参考的整个目
录。

4 打开新的浏览器窗口以访问可组合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网站。
5 在新的浏览器窗口中打开首次设置帮助，它将指导您完成初始配置任务，以使设备识别您的
数据中心资源并对这些资源进行管理。

6 显示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7 显示书面邀约以描述 HPE OneView 使用的开源产品。
8 打开新的浏览器窗口以显示在线用户论坛，您可以在其中分享您的 HPE OneView 使用经验
以及发布或解答问题。

4.8.1 查看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可以使用该步骤查看 HPE OneView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查看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1. 可以单击标题中的  图标以打开“帮助”边栏。
2. 单击“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4.8.2 查看正式文件
可以使用该屏幕查看正式文件，其中介绍了如何按照适用的第三方许可证规定发送源代码请求。

查看正式文件

1. 可以单击标题中的  图标以打开“帮助”边栏。
2. 单击“正式文件”。

4.9 设备状态屏幕
根据某些条件和情况，状态屏幕将提供建议的纠正措施或故障排除提示和技巧。 如果出现这些屏
幕，请参阅以下主题以了解详细信息。

4.9.1 正在启动
设备正在启动或重新启动。

最初，将显示旋转的正在进行图标，最终显示一个进度栏。 在设备的 Web 应用程序变为活动状
态时，进度栏将前移。 在完成后，将显示登录屏幕。

4.9.2 抱歉
设备遇到严重错误并未能恢复。

重新启动设备可能会纠正该错误。

错误消息将建议您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并将其保存到 U 盘中，然后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小心：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将覆盖设备上存在的任何备份文件。

4.9.3 更新设备
正在进行设备更新。

将在更新后重新启动设备，并显示登录屏幕。 该重新启动不会中断运行管理的系统。

4.9.4 暂时不可用
设备脱机或无响应。

关闭设备后还将显示该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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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 正在重置
当前正在将 Synergy Composer 重置为其原始出厂默认值。
出厂重置操作可保留或清除设备网络设置。 如果销毁了这些设置，则需要重置网络设置。
在重置操作完成后，您需要在浏览器窗口中确定要使用的 IP 地址，以便可以登录到 Synergy
Composer 上。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以配置 Synergy Composer：

•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Synergy Composer。 请参阅“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Synergy Composer”
（第 229 页）

• 手动配置 Synergy Composer。 请参阅“HPE OneView 中的资源的初始配置” （第 105 页）。

重要信息： 在设备具有高可用性时，无法执行出厂重置操作。 在设备上执行出厂重置操作前，
必须删除备用设备。 将在删除操作过程中对备用设备进行出厂重置。
无法从框体链路模块的任何显示器端口中使用 UI，除非通过最近的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否则，
还必须对框体链路模块执行出厂重置。

如果维护控制台指示 HPE Synergy Composer 脱机并且不可用或不需要手动操作，请根据需要
参阅“Synergy Composer 脱机而无法使用”或“Synergy Composer 脱机，需要手动执行操作”。

更多信息

“关于出厂重置操作”

4.9.6 正在等待
设备当前正在等待资源：

• 在重新启动时变为可用。

在这些资源可用时，将显示“正在启动”状态屏幕。

• 在更新时变为可用。

在这些资源可用时，将显示“正在更新”状态屏幕。

• 在关闭时停顿。

将显示“暂时不可用”状态屏幕。

也可能是设备遇到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将显示“糟糕”状态屏幕。

4.10 图标说明
HPE OneView 将图标作为用户控件并显示资源和活动的当前状态。

• “状态和严重性图标”

• “用户控件图标”

• “信息图标”

4.10.1 状态和严重性图标

任务活动资源小图标大图标

故障/中断严重严重

警告警告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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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活动资源小图标大图标

成功信息正常

已取消已禁用

未知

正在进行旋转图标指示正在应用更改或正在运行任务。 此图标可能与任意资源状态一起
出现。 例如：

4.10.2 用户控件图标

操作名称图标

展开菜单以显示所有选项展开菜单

指定具有额外信息的标题。 单击标题将更改视图以显示详细信息。查看详细信
息

展开折叠的列表项展开

折叠展开的列表项折叠

可以进行编辑编辑

删除当前条目删除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的文本。 这对于按名称查找资源类型或特定资源特别有用。搜索

左侧的固定图标展开或折叠“过滤器”边栏
右侧的固定图标展开或折叠“活动”或“帮助”边栏

固定

确定是按升序还是降序显示项目排序

点亮或熄灭相应设备上的指示灯，以使您可在数据中心内找到该设备。UID

4.10.3 信息图标

说明名称图标

提供当前资源和其他资源之间关系的图形表示形式映射

提供用户和设备启动的任务和警报的最近历史记录活动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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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名称图标

显示您的用户名和当前会话的持续时间。 还提供可用于从设备注销的链接。
要更改您的全名、密码和联系信息，请单击您的登录名旁边的编辑图标。

会话控件

• 在该图标位于对话框顶部时，您可以单击该图标以在另一个窗口或标签中打开该主题
的上下文相关帮助。

• 在标题中，该图标展开或折叠“帮助”边栏，您可以在其中浏览帮助文档或查找当前显
示的屏幕的帮助。 帮助边栏提供了以下内容：

■ “有关此页的帮助”超链接，用于访问当前屏幕的上下文相关帮助。

■ “浏览帮助”超链接，用于访问整个帮助系统。

■ 可用于显示 EULA 和书面邀约的链接

■ 指向 “HPE OneView 论坛”的链接，这是一个在线论坛，客户和合作伙伴可以分
享他们的 HPE OneView 使用经验和发布相关的问题。 社区成员和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代表可帮助解答问题。

帮助控件

4.11 标签屏幕详细信息
“标签”视图支持您查看资源的标签。 可以使用标签将资源划分为不同的组。 例如，可能要标识
主要由财务团队使用的服务器，或标识分配给亚太部门的存储系统。 您可以跨所有资源类型或在
某一特定资源内过滤并搜索标签。

4.12 映射视图  屏幕详细信息
通过使用“映射”视图 ，您可以检查配置和了解数据中心的逻辑和物理资源之间的关系。 可以在
该视图中直接查看您的资源，包括各个以太网、光纤通道和 FCoE 网络以及机箱、机架和顶级物
理数据中心。

“映射”视图具有较高的交互性，甚至在各种级别都非常有用。
要打开资源的关系视图，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视图选择器中选择“映射”。
• 选择  图标。
在解决资源问题时，提供资源上下文可能是非常帮助的。 通过查看“映射”视图，您可以确定与资
源相关的任何内容是否也有问题。

状态图标指示资源的一般运行状况，并提供一个快速路径以跟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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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示例映射视图

选定的资源位于“映射”视图中心。 资源上面的所有内容是父项，资源下面的所有内容是子项。
框之间的连接线表示直接关系，例如，机箱中的服务器。 可以将指针悬停在任何资源上，以查看
它与其他资源之间的直接关系。 其他项目可能与资源间接相关，例如，逻辑互连模块组和服务器
配置文件。

可以单击关系视图中显示的任何资源以打开其特定的“映射”视图。

4.13 通知区域
如果活动（警报或任务）影响资源，而可能需要引起注意，则会在资源 UI 屏幕上显示通知区域。
默认情况下，在通知区域中显示一行信息。 可以单击黄色框中的任意位置以展开通知区域，并查
看与活动关联的详细信息。 再次单击将折叠通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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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通知区域

1 折叠的通知区域（默认）。 可以选择“全部”以查看与资源关联的所有活动。
2 展开的通知区域，它提供了需要引起注意的严重或警告警报的解决办法以及“详细信息”链接
（如果可用）。

4.14 注销设备
1. 单击的标题中的会话控件图标。

2. 选择“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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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可通过分配标签将资源划分到组中
标签标识资源，以使您可以将其划分到组中。 在标记资源后，您可以在标签上搜索以快速查看它
们。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编辑资源的权限

将新标签添加到资源中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该资源，然后选择要标记的资源实例。

2. 从视图选择器中选择“标签”。
3. 选择  图标。
4. 按照以下准则创建标签名称：

• 标签不区分大小写，显示的标签与输入的内容相同。

• 标签必须是字母数字字符，最多包含 80 个字符。 标签可以包含空格。
5. 单击“添加”。
将显示新标签。

6. 单击“确定”以将标签添加到该资源中。
将现有的标签添加到资源中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资源类别，然后选择要标记的资源实例。

2. 从视图选择器中选择“标签”。
3. 选择  图标。
4. 确定是要搜索所有标签，还是搜索特定的标签。

• 要搜索该资源类型的所有标签，请单击 。 滚动查看列表以查找所需的标签。

• 要搜索特定的标签，请在“名称”框中输入现有的标签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然后单击
。

5. 选择现有的标签，然后单击“添加”。
6. 单击“确定”以将标签添加到资源中。
从资源中删除标签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资源，然后选择要从中删除标签的资源实例。

2. 从视图选择器中选择“标签”。
3. 选择  图标。
4. 对于要从该资源中删除的标签，请单击“删除”图标 。
5. 单击“确定”以从资源中删除标签。
按标签搜索资源

1. 单击“智能搜索”框，然后输入 labels: 后跟标签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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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请输入完整的词语或名称以作为搜索条件。 部分词语或名称可能不会返回预期的结
果。

要搜索包含空格的标签，请输入带引号的标签名称。 例如，labels:"Asia Pacific
Division"。

2. 确定是要搜索该资源类型的特定标签，还是在所有资源类型中搜索标签。

• 要搜索特定资源类型的标签，请执行以下操作：

为该资源类型选择“范围”。a.
b. 按 Enter 键。
将显示共享该标签的资源。

• 要在所有资源类型中搜索标签，请执行以下操作：

a. 为“范围”选择“所有内容”。

a. 按 Enter 键。
搜索结果页将列出所有资源类型的最佳匹配项。

b. 单击结果页上的资源实例（超链接）以转到该资源。

将显示资源的“概述”视图。

4.15.1 按标签查看资源
在大多数屏幕上，您可以根据标签过滤资源实例视图。

默认过滤器为“所有标签”，它显示所有资源实例。
要根据一个或多个特定标签过滤视图，请在“标签”菜单中选择这些标签。 将显示带有这些标签的
所有资源实例。

要清除选定的标签过滤器，请选择“所有标签”。

注意： 最多为资源显示 100 个标签。 如果看不到要查找的标签，请参阅使用标签搜索资源。

使用标签过滤资源

82 导航图形用户界面



4.16 对多个资源执行操作
对于某些操作，您可以选择多个资源，而不是每次对一个资源执行该操作。 例如，您可以使用一
个操作打开多个服务器刀片的电源。 对资源实例执行的每个操作会分别记录在“活动”屏幕中。
如果无法对特定资源实例执行操作，则会从操作中排除该资源。 例如，如果尝试打开已打开的服
务器的电源，则不会对该服务器执行此操作。 打开操作将显示结果；在此示例中，显示打开了一
个服务器并排除了两个服务器：

如果从操作中排除任何资源，则会显示严重错误或警告图标。 如果无法执行操作（例如，尝试删
除已打开电源的服务器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则会排除资源。 如果排除了多个资源，请选择单个
资源，然后重试此操作，以确定资源被排除的原因。

可以使用以下组合键在主窗格中选择多个资源：

• 要选择连续的对象范围，请选择范围开头的资源，然后按住 Shift 键并选择范围末尾的资源。
• 要选择单个对象，请按住 Ctrl 键，然后指向并选择每个对象。
可以使用 Ctrl 键取消选择以前选择的任何对象。

4.17 搜索帮助主题
1. 在任何屏幕上，单击标题中的  图标以打开帮助边栏。
2. 在“帮助”边栏中，选择“有关此页的帮助”。
将在单独的浏览器窗口中显示上下文特定的帮助。

3. 在显示帮助的新浏览器窗口中，在左侧导航窗格顶部单击“目录”和“索引”链接旁边的“搜索”。

图 11 UI 帮助搜索框

4. 在“搜索”框中，输入一个搜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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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 Enter 或单击“列出主题”以开始执行搜索过程。
搜索结果将显示为指向出现搜索词的部分的链接。

6. 扫描搜索结果以查找最符合要查找的内容条件的部分标题，然后单击链接以查看内容。 将以
黄色突出显示每个搜索词实例以便于识别。

更多信息

“帮助搜索功能和限制”

4.17.1 帮助搜索功能和限制

功能

区分大小写 默认情况下，搜索不区分大小写。 如果选中“区分大小写”复选框，您可以
搜索与输入的单词或短语大小写匹配的内容。

完整单词和短语匹配 您可以搜索完整或带连字符的单词。

通过使用短语搜索，您可以输入用双引号 (") 引起来的搜索文本以搜索包
含确切句子或短语的文档。

不要在短语搜索的搜索文本中包含特殊字符。

通配符 可以使用通配符代替搜索词中的单个字母或字母序列。

可以使用问号 (?) 代替单个字符。
可以使用星号 (*) 表示几个（或零个）字符。

键盘粘贴的字符 在输入搜索关键字时，您可能会发现从另一个窗口中复制内容、在文本框
中右键单击并选择“粘贴”是非常有用的。

布尔运算符 通过使用该功能，您可以将关键字与布尔运算符组合使用以生成更具相关
性的结果：

可以将空格字符作为布尔值 AND。
可以将 OR 或 or 作为布尔值 OR。
可以将连字符 (-) 作为 NOT。

自动完成 自动完成功能监视您键入的内容，并在键入前几个字符后显示建议的单词
列表。 如果其中的一个单词与要键入的内容匹配，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该
单词。

突出显示 搜索突出显示功能在作为搜索结果返回的文档中突出显示搜索的关键字或
短语。

模糊搜索 与拼写检查一样，模糊搜索尝试纠正拼错的搜索文本并建议纠正的文本。

邻近搜索 邻近搜索查找两个或多个关键字之间最多相隔十个单词的文档。

邻近搜索运算符包括 NEAR 和 FBY（意思是“后跟”）。 可以使用大写或小
写形式输入这些运算符。

同义词搜索 该功能建议指向关键字同义词的链接。

限制

特殊字符 不允许在单词搜索中使用特殊字符。

搜索功能不会返回包含特殊字符的主题或索引条目，例如，版权符号。

不允许在短语中包含反斜杠字符 (\)。

连字符 搜索功能不会返回包含连字符的主题或索引条目。

常见单词 搜索功能不会返回常见单词的搜索结果，例如，a、an 和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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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缩写 搜索功能不会返回包含首字母缩写的主题或索引条目，例如，L.P.。

布尔搜索 必须使用英文输入布尔运算符名称。

不能在搜索文本中组合使用 AND 和 OR 布尔运算符。
NOT 运算符必须位于搜索字符串末尾。

邻近搜索 必须使用英文输入邻近运算符。

更多信息

“搜索帮助主题”

4.18 搜索资源
每个屏幕的标题包含智能搜索功能，可用于查找资源特定的信息，例如，资源名称、序列号、
WWN（全球通用名称）以及 IP 和 MAC 地址等的特定实例。
通常，可以搜索资源主窗格中显示的任何内容。

智能搜索简化了查找资源的过程，以便清点一组所需的设备或执行相应的操作。

您可以查找给定机箱中的所有资源，或者需要查找一个使用特定 MAC 地址的服务器。 智能搜索
立即为您提供要查找的信息。

默认搜索行为是专注于您当前查看的资源。 但是，要将搜索范围扩大到所有资源，您必须选择搜
索“所有内容”以搜索所有资源。

搜索所有资源搜索当前资源

1. 单击“智能搜索”框。

2. 选择“所有内容”。

3. 输入搜索文本，然后按 Enter。

1. 单击“智能搜索”框。

2. 输入搜索文本，然后按 Enter。
将在 UI 的当前位置集中显示搜索结果。

某些资源可能不包括在当前资源和所有内容之间做出选择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默认搜索是所
有内容。

在开始键入时，将根据模式匹配和以前输入的搜索条件提供搜索建议。

• 您可以选择一个建议（屏幕显示包含该选择内容的数据），或者按 Enter。
• 如果搜索词是一个资源，则会过滤主窗格中的资源列表，以便与搜索输入内容相匹配。

提示：

• 请输入完整的词语或名称以作为搜索条件。 部分词语或名称可能不会返回预期的结果。

• 如果输入一个多字搜索词，结果将显示输入的所有词语的匹配项。

• 如果搜索词包含空格，请用双引号 (”) 将搜索词引起来。

在搜索结果中找到要查找的内容时（按类型排列），选择以导航到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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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智能搜索”功能不搜索帮助系统。 要了解如何搜索 UI 和 REST API 帮助，请参阅“搜索
帮助主题”。
在“智能搜索”框中显示最新的过滤器选择。

表 4 使用属性的高级搜索和过滤

搜索结果高级过滤语法示例

按型号名称：

与型号和名称匹配的所有硬件。HPE Synergy 660 Gen9

按名称或地址：

名为 enclosure10 的机箱。name:enclosure10

具有名称 192.0.2.0, PDU 1 的输电设备。name:"192.0.2.0, PDU 1"

IP 地址以 192.0.2 开头的物理机列表。name:"192.0.2"

主机名为 mysystem 的物理机列表。name:"mysystem"

按运行状态：

处于严重状态的所有资源。

有关其他运行状态值，请参阅“活动状态”。
status:Critical

按关联的资源：

所有网络Associated resource category:"Networks"

按用户角色：

分配了网络管理员角色的所有用户（按名称）。

有关其他角色值，请参阅“关于用户角色”。
roles:"network administrator"

按所有者：

基础设施管理员拥有的所有资源和消息。owner:Administrator

按日期：

在过去 7 天内创建。created:<7d

请组合使用属性以优化结果：

一个分隔两个相同对象的空格字符用作一个逻辑 OR。

所有 HPE Synergy 480 Gen9 和 Synergy 660 Gen9 硬件。model:"HPE Synergy 480 Gen9" model:"HPE
Synergy 660 Gen9"

处于严重或警告状态的所有资源。status:Critical status:Warning

一个分隔两个不同对象的空格字符用作一个 AND。

由管理员拥有并与固件相关的所有活动。owner:Administrator firmware

与 NTP 相关的所有严重状态消息。NTP status:critical

状态未知、具有锁定状态并由管理员拥有的所有消息。status:unknown state:locked
owner:Administrator

结合使用 AND 和 OR 运算
OR 运算符可用于指定类似对象。
AND 运算符适用于不同对象合并。

具有“严重”或“警告”状态的所有消息。status:critical OR status: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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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使用属性的高级搜索和过滤 (续)

搜索结果高级过滤语法示例

具有严重或警告状态并与资源 host.example.com 相关
的所有消息。

name:host.example.com status:Critical
status:Warning

与“网络”或“网络集”资源类别相关的所有消息。associatedresourcecategory:network OR
associatedresourcecategory:Network sets

电源设备资源类别的所有“严重”或“警告”消息。associatedresourcecategory:power-devices
AND status:warning OR status:critical

NOT 运算

具有“警告”状态的所有消息，但适用于 ProLiant BL465c G7
型号的消息除外。

注意： 您只能在一个查询中使用 NOT 一次。 之后出现
的 NOT 运算符将被视为文本。

status:Warning NOT model:"ProLiant BL465c
G7"

4.18.1 清除智能搜索框
智能搜索框会保留过滤选项。 在输入一个搜索参数前使用此步骤可清除搜索框。
清除智能搜索框

1. 从主菜单中，导航到“活动”屏幕。
2. 单击“活动标题”或“活动过滤器边栏”中的“重置”。

4.19 按运行状态查看资源
在大多数屏幕上，您可以根据运行状态过滤资源实例视图，这可用于故障排除或维护目的。

默认过滤是“所有状态”，这意味着显示所有资源成员，而无论它们处于何种运行状态。
要根据特定的运行状态过滤该视图，请从“状态”菜单中选择您有兴趣查看的运行状态。
有关运行状态图标及其含义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图标说明”。

图 12 按运行状态过滤资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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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1 重置运行状态视图

1 要恢复为默认视图（“所有状态”），请单击“重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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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REST API 和其他编程接口
REST（表述性状态转移）是一种 Web 服务，它使用通过 HTTP POST、GET、PUT 和 DELETE
对资源执行的基本 CRUD（Create、Read、Update 和 Delete）操作。 要了解 REST 概念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presentational_state_transfer。
设备具有面向资源且提供统一 REST 接口的体系结构。 每个资源具有一个 URI（统一资源标识
符），并表示一个物理设备或逻辑结构。 您可以使用 REST API 处理资源。

5.1 资源操作
REST API 是无状态的。 资源管理器保持报告为资源表示形式的资源状态。 客户端保持应用程序
状态，客户端可能会在本地处理资源，但在执行 PUT 或 POST 之前，不会更改资源管理器已知的
资源。

说明HTTP 谓词操作

创建新的资源。 同步 POST 返回新创建的资源。 异步 POST 在
Location 标头中返回 TaskResource URI。 此 URI 跟踪 POST 操
作的进度。

POST 资源 URI（有效负载 =
资源数据）

创建

返回请求的资源表示形式GET 资源 URI读取

更新现有的资源PUT 资源 URI（有效负载 = 更
新数据）

更新

更新资源的一部分。 例如，仅需要更新资源的一个字段时。PATCH 资源 URI（负载 = 更新
数据）

删除指定的资源DELETE 资源 URI删除

5.2 返回代码

说明返回代码

成功操作2xx

返回错误消息的客户端错误4xx

返回错误消息的设备错误5xx

注意： 如果出现返回代码 4xx 或 5xx 指示的错误，则会返回 ErrorMessage。 不会返回预期
的资源模型。

5.3 URI 格式
所有 URI 都指向资源。 客户端不需要创建或修改 URI。 资源的 URI 是静态的并采用
https://{appl}/rest/resource category/resource ID 格式，其中：
https://{appl} 设备地址

/rest URI 的类型
/resource category 资源的类别（如

server-profiles）

/resource instance ID 特定的资源实例标识符（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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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资源模型格式
资源支持 JSON（JavaScript 对象符号）以使用 REST API 交换数据。 如果在 REST API 操作中
未指定其他内容，则默认使用 JSON。

5.5 使用 REST API 登录到设备
使用 login-sessions REST API 登录到设备时，将返回一个会话 ID。 您可以将所有后续
REST API 操作中的会话 ID 用于 auth 标头中。 会话 ID 在 24 小时内有效。

注销登录

操作

DELETE

API
/rest/login-sessions

请求标头

auth:{YourSessionID}

REST API 请求标头
请求正文

无

响应

204 No Content

操作

POST

API
/rest/login-sessions

请求标头

REST API 请求标头
请求正文

{"userName":"YourUserName","password":"YourPassword"}

注意： 这是一个本地设备登录示例。 如果使用目录服
务，您必须添加以下属性：authnHost 和
authLoginDomain。

响应

包含会话 ID 的 LoginSessionIdDTO

5.6 REST API 版本和向后兼容性
在执行 REST API 操作时，需要使用 X-API-Version 标头。 version 标头对应于当前在设备上
运行的软件的 REST API 版本。 要确定正确的 REST API 版本，请执行 /rest/version。 该
GET 操作不需要使用 X-API-Version 标头。 如果在您的环境中运行多个设备，则需要确定每
个设备所需的 REST API 版本。

注意： 如果请求中不包含 X-API-Version 标头，则 API 默认为第 1 版。 由于 HPE OneView
中的大多数 API 至少具有版本 3 或更高版本，调用 API 而不包含 X-API-Version 标头可能会
导致 HTTP 404 错误，因为找不到该 API 版本。

《HPE OneView REST API 脚本帮助》中所述的请求对应于产品中包括的《API 参考》版本。

支持的 REST API 版本
除了支持以前的 HPE OneView 发行版中支持的 REST API 版本以外，本 HPE OneView 发行版
还支持最新的 REST API 版本。
在 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中在线提供了以前的 REST API 版本的 HPE OneView REST
API 文档；本发行版的联机帮助中包含当前支持的 REST API 版本的文档并在线提供了这些文
档。

向后兼容性

以下列表说明了在升级到新版本的 HPE OneView 时如何保留现有的脚本，利用新功能，以及查
找当前和以前版本的 HPE OneView REST API 文档。
• 防止脚本中断

要防止为特定 API 版本编写的现有脚本中断，请在该特定 REST API 中使用相同的
X-API-Version 值。 这可确保在 PUT 和 POST 操作期间发送一组相同的数据，并在响应
正文中返回一组相同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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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给定资源属性中返回的可能枚举值集可能会随发行版本号的增加而不断扩充（与
API 版本无关）。 客户应忽略不需要使用的任意值。
为了保持向后兼容性，不会减少枚举的值集，并且不会针对给定 API 版本更改这些值的含
义。

注意： 索引或 SCMB 始终返回最新版本的资源数据，而与在请求的 X-API-Version 标
头中发送的内容无关（该标头控制索引 DTO 模型，而不控制其中包含的数据）。 要获取特
定版本的资源数据，请使用所需的 X-API-Version 标头在资源的 URI 上执行 GET。

• 使用新功能

要利用新功能，您必须改用新的 X-API-Version 值。 如果在脚本中全局设置
X-API-Version 值，改用新的 X-API-Version 可能会影响多个 REST API。 要查看更
改的 REST API 列表，请参阅《HPE OneView 发行说明》中的“新增功能”。
如果不需要使用新功能，您可以使用以前的 X-API-Version 并避免影响现有的脚本。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改用新的 X-API-Version，因为发行版之间的向后兼
容性无法保证，而且较早的功能将被弃用。

设备上包含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介绍了当前的 REST API 版本。 要查看以
前版本的 REST API 参考，请访问 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5.7 异步操作与同步操作
同步操作在 REST API 操作完成后返回响应。 例如，POST /rest/server-profiles 在响应
正文中返回新创建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异步操作（如创建设备备份）在 Location 响应标头中返
回任务 URI。 您可以使用任务 URI 检索操作的当前状态，以及在任务完成后获取关联的资源。

• 这是所有异步 API 的通用行为。

• 您不应依赖任何其他行为来获取操作的当前状态（例如，返回的响应正文内容），因为这些
行为因 API 而异。
有关每个特定 API 的行为，请参阅《API 参考》。

• 您不应依赖于发生任何其他行为，因为即使是相同的 API 版本，这些行为将来也可能会发生
变化。

示例 1 从异步设备备份 REST 调用中返回的示例响应标头

HTTP/1.1 202 Accepted

Date: Tue, 26 Jan 2016 23:19:14 GMT

Server: Apache

Location:
https://<hostname>/rest/tasks/39CE80C4-EF2C-4717-90EA-EF166E83B49F

Content-Length: 0

cache-control: no-cache

5.8 任务资源
在执行异步 REST API 操作时，将返回 HTTP 状态 202 Accepted，并在响应的 Location 标
头中返回 TaskResource 资源模型的 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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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您可以针对 TaskResource 模型 URI 执行 GET 以轮询异步操作的状态。 TaskResource
模型还在 associatedResource 属性中包含受任务影响的资源的名称和 URI。

创建示例设备备份

1. 创建一个设备备份。
/rest/backups

在响应中返回 Location 标头中的 TaskResource 的 URI。

2. 使用步骤 1 中返回的 TaskResource URI 轮询备份状态。
/rest/tasks/{id}

3. 在任务进入 Completed 状态时，使用 TaskResource 中的 associatedResource URI 下载备份文件。
GET {associatedResource URI}

5.9 错误处理
如果在 REST API 操作期间出现错误，将返回 4xx（客户端）或 5xx（设备）错误以及错误消息
（ErrorMessage 资源模型）。 错误消息包含说明，并且可能包含纠正错误的建议措施。
成功的 REST API POST 操作在 Location 标头中返回新创建的资源（同步）或任务 TaskResource
URI（异步）。

5.10 使用 etag 的并发控制
客户端使用 etag 验证资源模型的版本。 这可防止客户端修改 (PUT) 不是最新的资源模型版本。
例如，如果客户端针对服务器配置文件执行 GET 并在响应标头中收到一个 etag，修改该服务器
配置文件，然后更新 (PUT) 资源模型，则 PUT 请求标头中的 etag 必须与资源模型 etag 相匹配。
如果 etag 不匹配，则无法完成客户端 PUT 请求，并返回 412 PRECONDITION FAILED 错误。

5.11 使用常见的 REST API 参数查询资源和分页
查询资源

可以使用一组常见的参数自定义 GET 操作返回的结果，例如，排序或过滤。 每个 REST API 规
范列出了可用的常见参数集合。

在查询资源集合时分页

在执行 GET 操作以检索多个资源时（即，对集合 URI 执行 GET，如
/rest/server-profiles），将在集合对象中返回这些资源，该对象包含一个资源数组以及
有关返回的资源集的信息。 在查询返回大量的资源时，可能会自动将该资源集合截断为一些页面
以提高性能。 集合属性（如下所述）提供了所需的信息，以确定是返回完整的资源集合，还是需
要执行额外的查询以检索其他页面。

例如，集合对象包含下一页和上一页 URI。 这些 URI 指示是否具有额外的页面，并且可以通过
对这些 URI 执行 GET 操作以检索这些页面。 这提供了一种简单模型，以确保通过以下方法检索
查询中的所有资源：对 nextPageUri 属性执行迭代 GET，直到该属性返回空/null（请参阅下面
的示例：在特定的集合查询中返回所有资源）。

也可以使用 start 和 count 查询参数查询特定页面的资源。 这些参数分别指示要返回的第一
个资源的索引以及在页面中返回的资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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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跨集合中的多个页面的查询是无状态的，它们仅基于开始索引以及执行查询时从该起点
返回的资源数。 例如，如果在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资源集合中的特定下一页 URI 执行 GET 操作
后添加或删除了任何服务器配置文件，并再次执行 GET，使用相同的下一页 URI 返回的页面可能
不包含相同的资源集。

还要注意，使用给定 start 和 count 参数返回的特定资源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请求中发送的
任何 filter、query 和 sort 参数，因此，一定要在所有请求中始终传递相同的 filter、query
和 sort 参数以检索其他页面。 将使用当前请求中的 filter、query 和 sort 参数预先填充
nextPageUri 和 prevPageUri 属性。

对集合 URI 执行的所有 GET 操作中返回的属性，例如，/rest/server-profile： 
total 在请求的集合中提供的总资源数（考虑包括任何过滤器）。

并不一定是返回的内容。

count 返回的实际资源数（在 members 属性中）。
start 返回的第一项的从 0 开始的索引（在 members 属性中）。
members 在当前结果集中返回的资源数组。

nextPageUri 可用于查询结果集中的下一页的 URI（使用在当前查询中指
定的相同 count）。

prevPageUri 可用于查询结果集中的上一页的 URI（使用在当前查询中指
定的相同 count）。

注意： null 或空 nextPageUri 或 prevPageUri 属性分
别表示您到达查询中的最后一页或第一页。 这样，脚本就可
以迭代访问 nextPageUri，直到返回 null，从而在查询
中检索完整资源集。

示例：在特定的集合查询中返回所有资源 
在查询中返回的资源数可能与 count 参数中指定的数量不匹配。 客户必须始终检查返回的结果，
以确定是否返回完整的结果集。 查询可能未返回所有资源的两个原因是：
• 您已到达查询的最后一页（并且没有要返回的那么多资源）。 还会通过返回具有 null 值的

prevPageUri 以指出该问题。

• 出于性能方面的原因，服务可能会自动截断返回的结果集，从而需要执行额外的 GET 请求
（设置了相应 start 和 count 参数）以检索完整的资源集。

要确保检索特定集合中的所有资源，最简单的方法是始终使用返回的 nextPageUri 执行迭代
GET 请求，直到值为 null。 请参阅基于任何过滤器/查询和排序顺序的伪代码中的以下示例：

currentCollection = doGet("/rest/server-hardware");
allResources = currentCollection.members;
While (currentCollection.nextPageUri) {
currentCollection = doGet(currentCollection.nextPageUri);
allResources.Append(currentCollection.members);
}

5.12 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SCMB) 是一个接口，它使用异步消息向订户通知管理的资源（逻辑和物理）
更改。 例如，您可以编写应用程序，以便在管理的环境中添加新服务器硬件或物理资源的运行状
态发生变化时收到通知，而无需使用 REST API 持续轮询设备以了解状态。 要了解如何接收有关
设备环境中的变化的异步消息，请参阅第 28 章“使用消息总线将数据发送给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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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指标数据流消息总线
指标数据流消息总线 (MSMB) 是一个接口，它使用异步消息向订户通知管理的资源的最近指标。
您可以使用 REST API 配置时间间隔和要接收的指标。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8 章“使用消
息总线将数据发送给订户”。

5.14 分析和故障排除
可以使用 REST API 捕获从远程系统日志和 iLO 获取的数据，并使这些数据可访问，供强大的故
障排除和分析工具使用。

5.14.1 HPE Operations Analytics 与 HPE OneView 集成
Operations Analytics 与 HPE OneView 集成，为 IT 专业人员提供使用 HPE OneView 管理的设
备的故障排除、分析和容量规划信息。 使用 HPE OneView REST API，可从日志、指标、警报
和清单捕获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导入到 Operations Analytics 中以图形方式显示和查看。
Operations Analytics 等实时故障排除应用程序需要以接近实时的速度访问 HPE OneView 资源、
关系、指标、警报和日志。 然后，使用这些数据找出正在发展的问题，并通过提前预测故障，避
免基础设施停机。

有关 Operations Analytics 的技术信息，请参阅 HPE Operations Analytics 手册。

5.15 Web 浏览器中的开发人员工具
在 UI 中执行 REST API 操作时，可以在 Web 浏览器中使用开发人员/调试工具查看这些操作。
UI 使用 REST API 执行所有操作，因此，可以使用 REST API 操作完成在 UI 中执行的任何操
作。

5.16 PowerShell 和 Python 代码示例库
可以在与 Git 兼容的网站下载并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和 Python 库以编写 REST API 脚本。
这些库目前是根据 MIT 开源代码许可证许可的，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修改源代码。 每个库提供
了一些方法以向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提交反馈、问题和其他讨论内容。

关于 Git 版本控制：
存储库布局和整个工作流使用一种非常标准的简单工作流，主分支始终是树干的顶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标记每个发行版，并仅出于解决特定发行版问题的目的创建发行版分支。
要了解使用 Git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git-scm.com/book。
注意： 如果有 REST API 脚本或 HPE OneView 方面的问题，请在用户社区论坛 (http://
www.hpe.com/info/oneviewcommunity) 中发布问题。

PowerShell 库
GitHub 网站中提供了 PowerShell 库：https://github.com/HewlettPackard/POSH-HPOneView。
要订阅该网站并监视该项目，您需要具有一个有效的 Microsoft 或 GitHub 帐户。 下载发行版或
源代码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

为了在更新库时便于使用，网站上提供了一个新的安装程序。

您可以使用浏览器或 GIT Windows 客户端下载源代码和示例。 要下载 Windows 客户端，请访
问 http://windows.github.com/。
GitHub 网站提供了问题跟踪器以提交问题或功能请求。

Python 库
GitHub 网站和以下位置中提供了 Python 库：https://github.com/HewlettPackard/
python-hpOn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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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接收开发讨论内容，请在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orum/hp-oneview-python
中注册公共邮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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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访问文档和帮助
本章介绍了如何从设备中访问帮助、如何访问公开提供的在线信息库，以及可以在哪里找到 REST
API 帮助和参考文档。

6.1 联机帮助 - 所需的概念和任务信息
联机帮助介绍了 UI 和 REST API，并包括：

• 设备及其功能概述

• 资源和 UI 屏幕说明

• 用于管理数据中心的快速入门说明

• 使用 UI 执行任务的分步说明

• 有关 REST API 脚本执行任务的信息

• 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

• 有关使用 SCMB（状态更改消息总线）订阅状态更改消息的信息

REST API 帮助设计
REST API 帮助进行了专门设计，以便：

• 在各自的章节中介绍每个资源。

• 每个 REST API 脚本章节介绍了必须调用以完成任务的 REST API 调用。

• 每个 REST API 调用会链接到《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以提供有关 API 的详细信
息，例如，属性和参数、资源模型架构以及 JSON（JavaScript 对象符号）示例。

UI 帮助设计
UI 的联机帮助进行了专门设计，以便在各自的章节中介绍每个资源。 每个帮助章节的顶部有一
个导航框，用于定向到：

• 可使用 UI 执行的任务

• 提供有关资源的概念信息的“关于”部分
• 每个屏幕的屏幕详细信息部分，它提供了屏幕组件定义以帮助您输入数据和决定选择哪些设
置

• 在遇到问题时提供的故障排除信息

• 关联的 REST API 的帮助链接（如果您希望使用 REST API 脚本执行任务）

6.2 本用户指南为联机帮助提供补充
本用户指南提供：

• 概念信息，并介绍可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的任务。 它不会重复介绍联机帮助提供的分
步说明，除非在联机帮助不可用时可能需要提供这些信息。

• 对于使用 REST API 的步骤，将列出 REST API，但完整的语法和用法信息包含在联机帮助
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中。

• 规划信息，包括决定选择哪些配置设置以及在安装设备、添加管理的设备或进行配置更改之
前可能需要执行的任务

• 快速入门，为可能要求使用 UI 或 REST API 配置多个资源的选定任务提供简要的分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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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可以在何处找到 HPE OneView 文档
用户指南和其他手册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中提供了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和其他手册。 请参阅“网
站”以获取其他信息资源。

联机帮助

要查看有关设备的帮助，请单击  以打开帮助边栏。 该边栏中的链接可在新浏览器窗口或标签
中打开帮助：

• “有关此页的帮助”可打开当前屏幕的帮助
• “浏览帮助”可打开帮助系统的顶部，您从中决定要阅读哪些帮助主题
• “浏览 REST API 帮助”可打开 API 脚本和参考信息的帮助

• 单击屏幕或对话框中的  可打开该对话框的上下文相关帮助

注意： 要提交有关 HPE OneView 文档的反馈，请将电子邮件发送到 docsfeedback@hpe.com。

6.4 允许关闭设备浏览 UI 帮助和 REST API 帮助
对于编写 REST API 脚本的开发人员或希望在本地访问帮助而不登录到设备的其他用户来说，
HPE OneView 帮助系统的设备外部版本是非常有用的。

注意： 您也可以浏览《API 参考》，网址为 http://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下载 HTML UI 帮助和 HTML REST 帮助
1. 访问企业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2. 选择“HPE OneView 联机帮助和 API 参考（下载）”zip，然后将其保存到您的计算机或 Web
服务器上的本地目录中。

3. 使用所选的实用程序提取 .zip 文件的内容。
4. 导航到内容目录。

5. 双击 index.html 文件以打开 HPE OneView 帮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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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分 配置快速入门
此部分中提供的快速入门介绍了快速使设备对硬件基础设施的主要组件进行管理所需的基本资源配置
任务。 第四部分介绍了额外的资源配置和日常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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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快速入门：初始设置
本章中的主题介绍了如何规划和使用设备用户界面以通过 HPE OneView 管理 IT 基础设施。

了解更多

• “关于硬件设置”

• “硬件设置屏幕详细信息”

我希望...
• “初始硬件设置”

■ “验证硬件配置”

7.1 初始硬件设置
跳过已完成的任何步骤。

1. 在相应的托架中安装 Synergy 硬件，并使用计划的配置的相应电缆进行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和《HPE Synergy 配
置和兼容性指南》。

2. 在包含 Synergy Composer 设备模块的框体上，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将启动 HPE Synergy 控制台，并且屏幕显示用于访问 HPE OneView 的链接。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以访问 HPE OneView 中的“硬件设置”屏幕：
• 以硬件设置用户身份登录

在 HPE OneView 登录屏幕上，单击“硬件设置”按钮。
通过使用到显示器端口的直接连接，您可以访问 HPE OneView 硬件设置，而无需提供
凭据。

•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有关首次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

4. 按照 HPE OneView“硬件设置”屏幕上的指导信息，验证您的硬件配置。

更多信息

“关于硬件设置”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7.2 验证硬件配置
7.2.1 前提条件

• 您已完成初始硬件设置。

• 如果要配置设备网络，您需要网络地址。

7.2.2 验证硬件配置
1. 从“硬件设置”屏幕中，验证“清单”列表包含您所需的所有硬件。

注意： 清单部分顶部的旋转图标指示 HPE OneView 何时对机箱和其中的设备进行管理。
在发现过程完成之前，可能不会列出设备。

2. 查看并解决“检查清单”中的任何警报。
在解决所有警报之前，“检查清单”显示“设置未完成”；在解决所有警报后，它显示“设置完
成”。

3. 可选：配置设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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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首次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则会显示“硬件设置”屏幕。 不过，在所有后续登录中，将
显示控制板。 要从该位置中访问“硬件设置”屏幕，请在主菜单中选择“硬件设置”。

更多信息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故障排除指南》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 《HPE Synergy 交互布线指南》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

7.3 关于硬件设置
在“硬件设置”屏幕中，硬件设置用户或管理员可以查看警报列表和发现的硬件清单。 警报提供了
相应的说明，可用于深入分析问题领域以检查影响的资源或设备。 硬件设置用户和管理员还可以
访问安装的服务器硬件的控制台以及非 VC 互连模块的 CLI 管理控制台。
可以使用硬件设置解决的一些问题示例：

• 硬件故障，例如，内存、处理器、磁盘、风扇和电源

• 高温条件

• 背板接口安装

• 组件连接，例如：

链路故障■

■ 中间卡端口

■ 互连模块下行链路和上行链路

■ 链路模块管理端口状态

■ 链路模块链路端口

■ 服务器硬件和互连模块管理处理器端口链路

7.4 硬件设置屏幕详细信息
7.4.1 检查清单

检查清单显示警报。

7.4.2 清单

机箱

显示 HPE OneView 发现的机箱数。

互连模块

显示 HPE OneView 发现的互连模块数。

服务器硬件

显示 HPE OneView 发现的服务器硬件设备数。

7.5 在首次登录时配置设备网络
首次以 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到设备时，将指示您配置设备网络。 不过，如果从控制台中
登录，您不需要输入网络配置数据。

前提条件 

• 您已收集配置设备网络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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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完成了添加机箱的任务。

• 确保完成了组成高可用性群集的任务。

配置设备网络

1. 输入网络面板屏幕详细信息中所述的设备网络配置信息。

2. 单击“确定”以配置网络。
将显示安全警告。 单击“仍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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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快速入门：HPE OneView 初始配置
HPE OneView 中的资源的初始配置与正常维护期间的资源配置完全相同。
虽然 HPE OneView 在创建、添加和编辑资源和设备的顺序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在进行初始配置或在环境中添加或更改很多内容时采用下面的工作流程
序列。

要使用 REST API 配置设备并首次对环境进行管理，请参阅可从帮助边栏获得的 REST API 帮
助。

8.1 HPE OneView 中的资源的初始配置
8.1.1 前提条件

• 您已完成硬件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硬件设置”和《HPE Synergy 12000 框体
设置和安装指南》。

• 您已配置设备网络。

• 您已作为 Administrator 进行登录。

8.1.2 在 HPE OneView 中配置资源
1. 将用户添加到设备中。

创建具有特定权限以及本地或基于目录的身份验证的用户帐户：

• 添加完全授权的本地用户（基础设施管理员）

• 添加具有专用访问权限的本地用户

• 添加根据组织目录中的成员身份进行验证的完全授权的用户

• 添加具有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并根据目录成员身份进行验证的用户

创建分配了预定义或特定权限和本地或基于目录的身份验证的用户帐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用户和组”联机帮助。

2. 将固件软件包添加到设备固件存储库中。

将最新固件软件包添加到设备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固件软件包”联机帮助。
3. 创建网络。

创建以太网数据网络和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存储网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络”联机帮助。
4. 创建网络集。

创建网络集以分组以太网网络，从而简化管理过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络集”联机帮助。
5. 创建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创建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以定义网络和互连模块上行链路端口之间的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逻辑互连模块组”联机帮助。
6. 创建机箱组。

创建机箱组以定义配置并使其保持一致以及能够检测和管理机箱中的互连模块和服务器硬件
等设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机箱组”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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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建逻辑机箱。

创建逻辑机箱以定义一组要将机箱组应用到的机箱。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逻辑机箱”联机帮助。
8. 可选：添加存储系统和存储池。

将存储系统添加到设备，然后将存储池添加到设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存储系统”联机帮助和“存储池”联机帮助。
9. 可选：创建卷。

在存储池中创建卷。 也可以通过创建卷模板来创建卷。
可以在设备中添加存储系统中的现有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卷”联机帮助和“卷模板”联机帮助。
10. 可选：将 SAN 管理器添加到设备中以管理 SAN 存储。
添加 SAN 管理器以访问它管理的 SAN。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AN 管理器”联机帮助。

11. 可选：将 SAN 与网络相关联。
在 HPE OneView 中将 SAN 与网络相关联。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AN 管理器”联机帮助。

12.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并将其应用于服务器硬件。
创建并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以定义常见的服务器硬件用配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服务器配置文件”联机帮助。
13. 可选：将 SAN 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
将 SAN 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服务器配置文件”联机帮助。

14. 将设备配置保存到备份文件中。
将初始设备配置设置和数据库保存到备份文件中，以防将来需要将设备恢复为当前配置。

有关创建和保存设备备份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联机帮助。

8.2 在 HPE OneView 中定义物理尺寸和电源系统
通过定义网络硬件占用的物理空间尺寸并将机箱、输电设备、服务器硬件和其他设备放置在 HPE
OneView 的机架中，OneView 设备可以准确地了解数据中心的设备及其物理连接。 然后，设备
可以提供强大的监视和管理功能，其中包括：

• “数据中心”屏幕生成 IT 环境的三维模型，您可以使用该模型进行规划和组织。

• “数据中心”屏幕显示功率和温度数据，以使您能够分析能源消耗率。 设备报告机架及其组件
的峰值温度以找出并提醒您潜在的散热问题。

• “输电设备”屏幕提供数据，以使您能够分析能源消耗率和功率限额。
1. 添加电源设备。

定义电源设备和电源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输电设备”联机帮助。
2. 添加机架和配置机架布局。

添加机架和配置机箱、输电设备和其他机架设备的布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机架”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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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数据中心并放置机架。

定义数据中心的物理拓扑以及散热和电源特性，以便启用三维可视化和温度监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中心”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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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快速入门：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初始配置
HPE OneView 使用 Image Streamer 部署无状态服务器。 在正确安装 Image Streamer 设备后，
您需要配置 HPE OneView 资源以查找、分配和使用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提供
的操作系统部署构件文件。

9.1 为 HPE OneView 配置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9.1.1 前提条件

• 您已安装并配置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设备。

• 您已验证硬件设置。

9.1.2 配置 HPE OneView 以便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一起使用
1. 添加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
为框体链路拓扑中的每个 Image Streamer 设备定义保留的 IPv4 地址和子网范围以及需要在
设置屏幕中部署的操作系统服务器数。

2. 创建管理网络。

创建管理网络，它与 HPE OneView 管理网络保持一致。

3. 添加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添加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以便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用以将操作系统部署到管理的服
务器中。

4. 创建部署网络。

创建部署网络以允许使用 Image Streamer 将操作系统部署到服务器中。

5. 创建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创建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用以定义 Image Streamer 设备与其支持的服务器之间的
连接。

注意： 如果创建单框体配置以使用 Synergy Image Streamer，请创建一个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选择“以太网”作为类型并包含一个上行链路端口）。

6. 创建机箱组。

创建机箱组以包含 Image Streamer 配置。

注意： 如果创建单框体配置以使用 Synergy Image Streamer，请选择“外部”作为部署网
络类型。

7. 创建逻辑机箱。

创建逻辑机箱，用以定义一组要向其应用 Image Streamer 机箱组的框体。

注意： 如果创建单框体配置以使用 Synergy Image Streamer，请选择单个 Synergy 框体。

9.1.3 配置 HPE OneView 以将操作系统构建计划构件文件部署到服务器
在 HPE OneView 中添加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后，您可以从 HPE OneView 的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屏幕中启动 Image Streamer 图形用户界面。
1. 从构件文件包中上载构件文件或创建新的构件文件。

从 Image Streamer 界面中，软件管理员可以从构件文件包中上载构件文件以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或者使用 Image Streamer 界面创建黄金映像和其他操作系统构建计划构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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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或配置服务器配置文件。

创建并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其中包含操作系统部署选项以及选定操作系统部署的服务器特
定设置的值。

3. 验证操作系统部署。

检查联机服务器配置文件屏幕详细信息以查看由于部署而创建的操作系统卷。

4. 打开服务器的电源。

打开服务器电源以从部署的操作系统中引导。

更多信息

第 20 章“管理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9.1.4 快速入门：添加的管理设备的初始硬件设置
本节介绍了如何将管理设备（如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

9.1.4.1 管理设备的初始硬件设置
在相应的托架中安装管理设备，并使用计划配置的相应电缆进行连接。 特定设备的电缆连接取决
于在设备上嵌入的软件。

请参阅《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以及《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以了解安装的设备的具体指导信息。

9.1.4.2 验证管理设备设置
通过使用到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中的 DisplayPort 的直接连接，您可以访问 HPE OneView
硬件设置，而无需提供凭据。 要通过到框体链路模块的直接连接访问 HPE OneView 硬件设置，
请参阅“关于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要通过 HPE OneView 远程验证管理设备设置，请继续执行该过程。

前提条件

• 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配置了 Synergy Composer 的设备网络。

• 已完成管理设备的初始硬件设置。

验证管理设备设置

1. 在支持的浏览器中，键入管理包含管理设备的框体的 HPE OneView 的 IP 地址。
2. 从主菜单中选择“硬件设置”。
3. 从“硬件设置”屏幕中，查看并解决与设备相关的“检查清单”中的任何警报。
在解决所有警报之前，“检查清单”显示“设置未完成”；在解决所有警报后，它显示“设置完
成”。

4. 验证“清单”列表是否包含所需的设备数。
5. 从主菜单中选择“机箱”，然后导航到可组合基础设施设备部分以查看设备的详细信息。

更多信息

“硬件设置屏幕详细信息”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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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网络、机箱和存储快速入门
10.1 快速入门：添加网络并将其与现有的服务器相关联

本快速入门介绍了如何将网络添加到设备以及允许现有的服务器访问该网络。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网络管理员（用于添加网络）。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用于更改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

• 在设备中添加了机箱和服务器硬件。

• 按照“数据中心交换机端口要求” （第 151 页）中所述配置了连接到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
的所有数据中心交换机端口。

10.1.1 添加网络并将其与现有的服务器相关联
在设备中添加网络时，您可能需要对以下资源进行配置更改：

说明任务资源

• 添加网络不需要将资源脱机。

• 有关网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网络和网络资源” （第 147 页）、
“网络”屏幕的联机帮助或网络和网络集的 REST API 脚本帮助。

1. 添加网络。网络

• 您可以将网络添加到现有的上行链路集中，也可以为网络创建上行
链路集。

• 更改上行链路集配置不需要将资源脱机。

• 对逻辑互连模块组所做的配置更改不会自动传播到成员逻辑互连模
块。 不过，通过更改逻辑互连模块组，您可以使用一个操作更新每
个逻辑互连模块。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互连模块、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
块组” （第 153 页）、“逻辑互连模块组”屏幕的联机帮助或逻辑互连
模块的 REST API 脚本帮助和 uplink-sets 资源的 REST API。

2. 将网络添加到上行链路集
或内部网络中。

逻辑互连模块
组

• 更改上行链路集配置不需要将资源脱机。

• 对逻辑互连模块组所做的配置更改不会自动传播到成员逻辑互连模
块。 要使用对逻辑互连模块组所做的更改更新逻辑互连模块，请执
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逻辑互连模块”→“操作”→“从组中更新”。

■ 使用 REST API 重新应用逻辑互连模块组。

在添加网络时，通过组更新逻辑互连模块不需要将资源脱机。

• 可以对逻辑互连模块进行更改，而不更改逻辑互连模块组。 在这种
情况下，请将网络添加到逻辑互连模块上的上行链路集中。 但是，
设备将逻辑互连模块标为与其组不一致。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互连模块、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
块组” （第 153 页）、“逻辑互连模块”屏幕的联机帮助或逻辑互连模
块的 REST API 脚本帮助。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将网络添加到上行链路
集或内部网络中。

• 通过逻辑互连模块组更
新逻辑互连模块。

“逻辑互连模
块”（一个或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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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任务资源

• 仅适用于以太网网络。

• 将网络添加到网络集中不需要将资源脱机。 不需要更新与网络集具
有连接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 有关网络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网络和网络资源”
（第 147 页）、“网络集”屏幕的联机帮助或网络和网络集的 REST
API 脚本帮助。

4. （可选）将网络添加到网
络集中。

网络集

• 要将服务器连接到该网络，服务器硬件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必须包含
到该网络的连接或到包含该网络的网络集的连接。

• 如果将网络添加到网络集中，连接到网络集的服务器配置文件自动
可以访问添加的网络。 您无需编辑这些服务器配置文件。

• 如果未将该网络添加到网络集中，则必须在要连接到该网络的服务
器配置文件中添加到该网络的连接。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添加连接
之前，请关闭服务器硬件的电源。

• 有关服务器配置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服务器硬件、服务器
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第 121 页）、“服务器配置文件”
屏幕的联机帮助或服务器配置文件的 REST API 脚本帮助。

5. 在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之
前，关闭服务器的电源。

6. 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以添
加到网络的连接。

7. 在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
后，打开服务器的电源。

“服务器配置
文件”和“服务
器硬件”

10.2 快速入门：添加要管理的 HPE ProLiant DL 机架安装服务器
本快速入门介绍添加要管理的机架安装服务器的过程。

设备支持的功能因服务器型号而异。 有关 HPE ProLiant DL 服务器支持的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服务器硬件管理功能” （第 122 页）。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 服务器连接到带电电源。

• 有关在添加服务器之前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和完成的准备工作，请参阅“将服务器硬件添加到
设备的前提条件”。

10.2.1 添加要管理的 HPE ProLiant DL 机架安装服务器

说明任务资源

• 在添加服务器时，您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 指定“已管理”。

■ iLO IP 地址或主机名。

■ 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iLO 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 用于服务器硬件的许可证类型。

有关服务器硬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服务器硬件、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第 121 页）、
“服务器硬件”屏幕的联机帮助或服务器硬件的 REST API
脚本帮助。

• 如果该服务器的配置与设备中的其他服务器不同，设备将
自动为该型号添加服务器硬件类型。

• 由于这是一个机架安装服务器：

■ 无法使用设备为该服务器配置任何网络。

■ 设备支持的功能因服务器型号而异。 有关 HPE
ProLiant 服务器支持的功能的信息，请参阅“服务器硬
件管理功能” （第 122 页）。

1. 使用“服务器硬件”屏幕或
server-hardware 资源的
REST API 添加服务器。

2. 打开服务器的电源。

服务器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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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快速入门：配置 HPE 5900 用于由 HPE OneView 管理
要将 HPE 5900 添加到设备作为 SAN 管理器，您必须配置交换机，如本文档中所述。 以下步骤
介绍了如何使用交换机软件配置 HPE 5900，以便将其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
另请参阅：

• UI 帮助中的“SAN 管理器”一章

• REST API 脚本帮助中的“SAN 管理器”一章
有关支持的 SAN 管理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
表》。

注意： 在级联交换机环境中，应使用在 HPE OneView 中添加为 SAN 管理器（设备管理器）
的单个交换机执行所有分区和分区别名操作。 通过结构中其他交换机创建的分区和分区别名在
HPE OneView 中将不可见。

表 5 启用 SSH 并创建 SSH 用户

配置✓

使用 HPE 5900 软件，在 HPE 5900 上启用 SSH，并在 HPE 5900 上创建 SSH 用户（名为 a5900，在此示例
中密码为 sanlab1）：
1. system-view
2.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3.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4. ssh server enable

5. user-interface vty 10 15

6.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7. quit
8. local-user a5900 class manage

9. password simple sanlab1

10. service-type ssh

1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12. quit
13. ssh user a5900 service-type stelnet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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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创建 SNMPv3 用户

配置✓

5900 有一个名为 ViewDefault 的预定义视图。 此视图授予对 iso MIB 的访问权限，但不提供对 snmpUsmMIB、
snmpVasmMIB、snmpModules.18 MIB 的访问权限。 以下步骤说明了如何使用默认读取权限分配 SNMPv3 用
户。

使用默认读取权限创建 SNMPv3 用户
如果您希望用户具有默认访问权限级别，请使用此步骤。

1.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在 HPE 5900 上输入 system-view：
system-view

2. 创建组（本示例中名为 DefaultGroup）并将 Readview 权限设置为 ViewDefault：
snmp-agent group v3 DefaultGroup privacy read-view ViewDefault

3. 创建 SNMPv3 用户（本例中名为 defaultUser，MD5 身份验证密码为 authPass123 和 AES-128 隐私密
码为 privPass123），并将其添加到步骤 1 中创建的组：
snmp-agent usm-user v3 defaultUser DefaultGroup simple authentication-mode md5
authPass123 privacy-mode aes128 privPass123

4. 保存更改：
save

注意： HPE OneView 支持以下隐私协议：

• AES-128

• DES-56

10.4 快速入门：配置要添加为 SAN 管理器以由 HPE OneView 进行管理
的 Cisco 交换机

要将 Cisco 交换机作为 SAN 管理器添加到设备中，必须先按照本文的说明配置交换机。 以下步
骤介绍了如何使用交换机软件配置 Cisco SAN 管理器，以便将其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
另请参阅：

• UI 帮助中的“SAN 管理器”一章

• REST API 脚本帮助中的“SAN 管理器”一章
有关支持的 SAN 管理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
表》。

注意： 在级联交换机环境中，应使用在 HPE OneView 中添加为 SAN 管理器（设备管理器）
的单个交换机执行所有分区和分区别名操作。 通过结构中其他交换机创建的分区和分区别名在
HPE OneView 中将不可见。

114 网络、机箱和存储快速入门

http://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http://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http://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http://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表 7 创建具有写入权限的 SNMPv3 用户

配置✓

1. 使用以下命令进入配置模式：
config t

2. 创建具有所需身份验证和隐私的用户
snmp-server user <user name> auth <authentication mode, SHA or MD5> <auth password> priv <privacy
protocol, AES128, DES> <priv password> <group/role name>
示例 1：创建具有 SHA 和 AES128 的 AUTHPRIV 用户并将其添加到 network-admin 组中
(switch)#snmp-server user AuthPrivUser auth sha authString123 priv aes-128 privString123 network-admin
示例 2：创建具有 MD5 和 DES 的 AUTHPRIV 用户并将其添加到 network-admin 组中
(switch)#snmp-server user AuthPrivUser auth md5 authString123 priv privString123 network-admin

3. 可选：要为用户创建一个角色，请使用以下命令：
role name <role name>
rule 1 permit read-write
示例 3：创建具有 MD5 的 AUTHNOPRIV 用户并将其添加到新的角色/组中
(switch)#role name newRole
(switch)#rule 1 permit read-write
(switch)#snmp-server user AuthUser auth md5 authString123 newRole

注意：

• Cisco 仅支持 AUTHPRIV 和 AUTHNOPRIV 用户。 可以将 SNMP 用户添加到位于交换机上的 network-admin
组/角色中，也可以创建一个角色并为其分配用户。

• HPE OneView 支持以下身份验证协议：

■ SHA

■ MD5

• HPE OneView 支持以下隐私协议：

■ AES-128

■ DES-56

10.5快速入门：配置用于 FCoE 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硬件 MAC 地
址绑定

要配置 SAN 以使服务器配置文件卷连接在服务器硬件中可见，您需要为每个服务器硬件执行绑
定配置。

10.5.1 前提条件
• 使用 FCoE 将卷连接到服务器硬件上。

•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配置了至少一个 FCoE 连接。

10.5.2 配置用于 FCoE 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硬件 MAC 地址绑定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
2. 在主窗格中，选择指定了带有 FCoE 连接的服务器硬件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3. 从“视图”选择器中，选择“连接”。
4. 对于每个要绑定到 VFC 接口的连接，请单击扩展器以显示连接的详细信息。 请注意连接的

MAC 地址。
5. 使用 SSH 将服务器硬件的 MAC 地址绑定到 vSAN 上的 VFC 接口。 有关将服务器硬件的

MAC 地址绑定到 vSAN 上的 VFC 接口的信息，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FCOE 指南》
中的“在多跃点 FCoE 环境中添加 FCoE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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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分 配置和管理
此部分中的章节介绍了设备及其管理的资源的配置和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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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佳实践
对于 HPE OneView，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采用以下最佳实践：

• “保护 Synergy Composer 安全的最佳实践”

• “备份 Synergy Composer 的最佳实践”

• “恢复 Synergy Composer 的最佳实践”

• “有关管理固件的最佳实践”

• “通过设备 UI 监视运行状况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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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理服务器硬件、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
板

使用设备管理服务器涉及与设备上的一些不同资源进行交互：

• 服务器配置文件将整个服务器配置捕获到一个地方，以使您可以一致地复制新服务器配置文
件，并快速修改这些配置文件以反映数据中心环境中的变化。

• 可以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管理您的服务器硬件。

•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提供了一种机制以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中包
含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所有配置结构。

• 一个服务器硬件实例是机箱或 HPE ProLiant DL380p 机架安装服务器中安装的物理服务器，
如 HPE ProLiant BL460c Gen8 刀片服务器。

• 服务器硬件类型定义了特定服务器型号和一组硬件选件（如中间卡）的特性。

• 与服务器配置文件关联的连接将服务器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服务器配置文件为服务器提供了大多数管理功能，但服务器硬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是相互独立
的：

• 可能为物理服务器（是一个服务器硬件实例）分配了服务器配置文件，也可能没有分配。

• 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一个服务器硬件实例，也可以不分配给任何服务器硬件。

它是服务器硬件和为其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的组合，即设备中的完整服务器。

在安装机架安装服务器时，您必须使用服务器硬件资源将物理服务器添加到设备中。 在添加机箱
或在现有机箱中安装刀片服务器时，将在设备中自动添加刀片服务器。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server-profiles 和 connections服务器配置文件

server-profile-templates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server-hardware服务器硬件

server-hardware-types服务器硬件类型

12.1 管理服务器硬件
服务器硬件表示服务器硬件的实例，如机箱中安装的物理刀片服务器或物理机架服务器。 服务器
硬件类型捕获有关服务器硬件的物理配置的详细信息，并定义分配给该类型的服务器硬件的服务
器配置文件的可用设置。

12.1.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12.1.2 服务器硬件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获取有关服务器硬件的信息。

• 打开和关闭服务器的电源。

• 重置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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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服务器硬件的远程支持数据。

• 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以远程管理服务器。

• 在现有机箱中添加服务器。

• 从现有机箱中删除服务器。

• 刷新设备与服务器硬件之间的连接。

• 查看活动。

12.1.3 服务器硬件管理功能
通过嵌入在 HPE Synergy Composer 中的 HPE OneView，可以从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或
REST API 访问和操作下列计算模块功能及配置。

支持的服务器硬件功能

Gen9

✓打开或关闭服务器的电源

✓打开或关闭 UID 指示灯

✓查看清单数据

✓监视电源、散热和利用率

✓监视运行状况和警报

✓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

✓SSO（单一登录）到 iLO Web 界面

✓在添加到 HPE Synergy Composer 并配置机箱后，自动将固件升级 (iLO) 到支持的最低
版本

✓机架可视化和编辑

✓自动查找服务器硬件类型

✓远程支持

管理服务器时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功能：

✓BIOS 设置

✓固件

✓网络连接

✓引导顺序

✓本地存储

✓SAN 存储

12.1.4 将服务器硬件添加到设备的前提条件

服务器硬件型号

服务器硬件必须是《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支持表》或《HPE Synergy 配
置和兼容性指南》中列出的受支持型号。

服务器硬件连接到带电电源。

服务器硬件必须具有有效的序列号和产品 ID，HPE OneView 才能对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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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固件
iLO (Integrated Lights-Out) 固件版本必须满足《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支持
表》或《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中列出的最低要求。

IP 地址
需要使用 IPv4 配置。
机架服务器硬件上的 iLO 必须具有 IP 地址。

本地用户帐户

必须配置 iLO 以允许使用本地用户帐户。

12.1.5 关于服务器硬件
服务器硬件资源表示 HPE OneView 管理或监视的服务器实例。
对于管理的服务器硬件资源，可以为其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以应用配置。

12.1.5.1 设备如何处理不支持的硬件
不支持的硬件是指该设备无法管理的任何设备。 不支持的设备类似于未管理的设备，因为 OneView
设备不对所有不支持的设备进行管理。 所不同的是，如果您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正确配置未管理的
设备，则 OneView 设备可以对其进行管理。 设备永远无法管理不支持的硬件。
OneView 设备检测不支持的硬件，并显示从设备中获取的型号名称和其他基本信息以进行清点。
OneView 设备还会考虑不支持的设备在机箱和机架中占用的物理空间。
要考虑设备占用的空间，该设备按与未管理的设备相同的方式表示不支持的硬件。

对于不支持的硬件，可执行的操作为“删除”。

12.1.5.2 关于监视的服务器硬件
Synergy 12000 框体中的任何服务器将自动添加到 Synergy 管理设备中。
如果框体还不是逻辑机箱的一部分，任何新发现的服务器将置于受监视状态。 在受监视状态下，
您可以查看服务器详细信息和运行状况信息以及执行基本服务器操作，例如，打开和关闭电源，
激活 UID 指示灯以及访问 iLO UI 和远程控制台。 无法将配置文件应用于处于受监视状态的服务
器。 在框体变为逻辑机箱的一部分后，安装的服务器硬件将变为“已管理”并进入“未应用任何配置
文件”状态。 现在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应用于服务器，以使其变为“已应用配置文件”状态。 可
以为处于这些已管理状态之一的服务器硬件执行额外的操作，包括指定 BIOS 设置，更新固件和
配置引导设置。

小心： UID 指示灯可能会自动闪烁以指示正在执行关键操作，如对服务器硬件或固件更新的远
程控制台访问。 切勿在 UID 指示灯闪烁时将服务器硬件断电。

12.1.5.3 关于未管理的设备
未管理的设备是指服务器、机箱、KVM（键盘、视频和鼠标）交换机、机架中的显示器/键盘或
路由器等设备，它们占用机架中的空间以及（或者）消耗电能，但该设备不对其进行管理。

将自动创建未管理的设备，以表示通过电源查找服务连接来连接到 Intelligent 配电装置 (iPDU) 的
设备。 BladeSystem 机箱和 ProLiant DL 系列服务器在主窗格的“机箱”和“服务器硬件”中分别显
示为“不受管”或“不受支持”状态。 它们将表示为未管理的机箱和服务器，因此，不会在“不受管的
设备”资源列表中包含它们。
在创建未管理的设备时，请提供其名称、型号描述、U 形槽高度和最大功率要求。 将在电源和散
热容量分析中使用这些值，并允许生成警报以指出潜在的电源和散热问题。

由于不会与未管理的设备进行通信，因此，状态为已禁用，除非设备生成的警报指出了要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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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电源配置，假定未管理的设备具有两个电源连接以支持冗余电源。 它们分别指定为电源
1 和 2。 如果未管理的设备不支持冗余电源，请仅连接电源 1，然后清除设备缺少冗余电源的警
报。

对于不是通过电源查找服务连接找到的设备，您可以在设备中手动添加这些设备以进行跟踪、清
点和电源管理。

12.1.6 服务器硬件类型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编辑服务器硬件类型的名称或说明。

• 删除服务器硬件类型。

12.1.7 关于服务器硬件类型
服务器硬件类型定义服务器硬件的物理配置，并定义要分配给该类型的服务器硬件的服务器配置
文件的可用设置。 例如，HPE ProLiant BL460c Gen8 刀片服务器的服务器硬件类型包含一组完
整 BIOS 设置以及该型号的默认设置。
设备将根据它检测到的服务器硬件创建服务器硬件类型。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以显示可用的设
置时，将使用服务器硬件类型。

12.1.8 如何由于 HPE OneView 管理而更改 iLO
在设备管理服务器硬件时，将对服务器上的 iLO 进行以下配置更改：

• 创建一个管理帐户 (_HPOneViewadmin)，可以在 iLO “概述”和“用户管理”屏幕上查看该帐
户。

• 启用 SNMP 并将设备添加为 SNMP 陷阱目标。 iLO 允许有三个可能的陷阱目标，在 Synergy
服务器上，SNMP 信息始终写入到用于陷阱注册的第三个条目。

警告！ 如果您修改第三个条目位置中的信息，Synergy 设备将覆盖该条目，不显示警告。

• 将启用 NTP，并且设备变为服务器硬件的 NTP 时间源。

• 安装设备证书以启用单一登录操作。

• 对于托管服务器，iLO 固件更新到《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支持表》或
《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中列出的最低版本。

• 将 Synergy 管理设备添加为 RESTful 接口事件的目标。

• 按照 iLO 文档建议，将 iLO 时区设置为大西洋/雷克雅未克。
时区设置决定了 iLO 如何调整 UTC 时间以获取当地时间，以及如何针对夏令时进行调整。
为使 iLO 事件日志和 IML 中的条目显示正确的当地时间，您必须指定服务器所在的时区。
如果您希望 iLO 使用 NTP 服务器提供的时间而不进行调整，请配置 iLO 以使用不应用 UTC
时间调整的时区。 此外，该时区不能应用夏令时调整。
有几个时区符合该要求。 一个例子是大西洋/雷克雅未克时区。 该时区既不在本初子午线以
东，也不在本初子午线以西，并且时间不会在春季或秋季发生变化。

更多信息

“关于 SNMP 设置”

12.1.9 启动 iLO 控制台以远程管理服务器
iLO 远程控制台仅适用于具有 iLO 许可证的服务器。 通过使用该控制台，您可以远程连接到服务
器以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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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物理服务器上的屏幕以安装或使用操作系统（Windows 或 Linux）

• 打开、关闭或重置服务器

• 从远程客户端中安装 CD/DVD 安装介质以启用操作系统安装
iLO 用户 Web 界面提供了以下 iLO 功能：
• 电源监视

• 打开或关闭电源

• 远程控制台

• 运行状况数据

• 帐户创建

• 安全

• 其他 iLO 管理任务
从“服务器硬件”或“服务器配置文件”屏幕中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 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涉及的
步骤取决于客户端操作系统（Windows 或 Linux）和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Chrome 或
Firefox）。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启动 iLO 控制台以远程管理服务器
1. 从主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选择“服务器硬件”，然后选择一个服务器
• 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

2. 选择“操作”→“启动控制台”。
• 具有 Internet Explorer、Chrome 或 Firefox 的 Windows 客户端

iLO 控制台是一个 Windows 二进制应用程序，在首次启动该控制台时将它安装在每个
客户端计算机上。 在首次安装完成后，单击“我的安装已完成 - 启动控制台”按钮以启动
远程控制台。 在安装控制台后，可以直接从“操作”菜单中启动它。

注意： 从 HPE OneView 中安装应用程序可以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

初始“启动控制台”操作提示您进行安装，并尝试打开安装程序。 在安装过程中显示的对
话框数取决于浏览器。

■ 在出现提示时，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单击“运行”。
如果您尝试“启动控制台”操作，并在安装期间未出现任何错误，但没有显示控制
台，请按下 Shift 键不松开，然后选择“操作”→“启动控制台”来重新安装远程控制
台，如“重新安装远程控制台”中所述。

■ 在 Chrome 中，在单击“安装软件”时，将在浏览器左下角显示下载的 HPE iLO 集
成远程控制台安装程序文件。 单击该文件名以开始安装。
如果您尝试“启动控制台”操作，并在安装期间未出现任何错误，但没有显示控制
台，请按下 Shift 键不松开，然后选择“操作”→“启动控制台”来重新安装远程控制
台，如“重新安装远程控制台”中所述。

■ 在 Firefox 中，在 Firefox 首次尝试打开安装程序时，单击“保存文件”按钮，然后在
“下载”对话框中显示安装程序文件时，双击该文件以开始安装。
如果您在安装期间尝试“启动控制台”操作，您将会收到通知，请按下 Shift 键不松
开，然后选择“操作”→“启动控制台”来重新安装远程控制台，如“重新安装远程控制
台”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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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 Java 插件的 Windows 客户端
如果运行的不是 Internet Explorer，则也可通过单击“安装软件”对话框中的“启动”链接，
启动 iLO Java 插件控制台。 这适用于以下情况：您位于 Windows 工作站上，并且不
允许安装任何软件。 对于 Internet Explorer，不会显示“安装软件”对话框，因此，无法
启动 Java 控制台。

注意： Java 插件控制台将打开一个弹出窗口。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禁
用浏览器的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 具有任何浏览器的 Linux 客户端
Linux 客户端将直接在 iLO 上启动 Java 插件控制台，其中使用单一登录身份验证。 该
控制台要求在客户端上安装 JRE，否则，将提示您进行安装。 在安装过程中显示的对
话框数取决于浏览器。

12.2 管理服务器配置文件
服务器是通过其服务器配置文件表示和管理的。 服务器配置文件将服务器配置的重要内容捕获到
一个地方，包括固件级别、BIOS 设置、网络连接、引导顺序配置、iLO 设置和唯一 ID。

12.2.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12.2.2 服务器配置文件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任务的信息：

• 获取有关服务器配置文件的信息。

• 将 SAN 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

• 从连接的 SAN 卷引导。

• 创建并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或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 复制、编辑或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

•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安装固件软件包。

•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添加连接以将服务器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 将虚拟功能分配到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

• 管理服务器的本地存储。

• 将新的或现有的 SAN 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以管理 SAN 存储。

• 管理服务器的引导设置。

• 管理服务器的 BIOS 设置。

• 管理服务器硬件的虚拟或物理 ID。

• 迁移现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移到另一个服务器。

• 打开和关闭分配了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硬件的电源。

•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指定标识符和地址。

•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更新固件。

• 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更新配置文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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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活动。

12.2.3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
• “捕获最佳实践配置”

• “关于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

• “关于移动服务器配置文件”

• “关于迁移服务器配置文件”

•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控制卸下并更换行为”

• “关于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空设备托架”

•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

•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和更改服务器硬件类型”

•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操作系统部署”

•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本地存储”

• “关于将 SAN 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

12.2.3.1 捕获最佳实践配置
在设置数据中心后，您可以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以配置数百个服务器，就像配置一个服务器一样
简便。 服务器配置文件是服务器实例的配置。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将整个服
务器配置捕获到一个地方，以使您可以复制新服务器配置文件，并修改这些配置文件以反映数据
中心的变化。

服务器配置文件包括：

• 基本服务器标识信息

• 以太网网络、网络集以及光纤通道和 FCoE 网络的连接设置

• 固件版本

• 本地存储设置

• SAN 存储设置

• 引导设置

• BIOS 设置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您可以指定要将配置文件应用到的服务器硬件。 如果尚未安装服务器
硬件，请将服务器硬件保持未分配状态。 通常，您可以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中捕获最佳实践配
置，然后创建各个服务器配置文件。 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可为机箱中的服务器硬件类型创建配
置基准。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将为其指定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机箱组（对于服务器），而无论是分配
还是取消分配该配置文件。 只能为服务器硬件分配一个配置文件。
默认情况下，服务器配置文件控制服务器引导行为。 服务器硬件类型决定您可以在服务器配置文
件中选择的可用选项。 如果适用，您可以选择引导模式和 PXE 引导策略。 您还可以选择指定服
务器硬件尝试进行引导的顺序。  HPE ProLiant Gen9 服务器同时支持使用旧 BIOS 和 UEFI 来配
置引导过程，而 HPE ProLiant Gen8 只是旧 BIOS 模式服务器。 有关 UEF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论坛上的 UEFI 常见问题解答。
在选择通过设备管理 BIOS 设置时，您可以查看所有设置、仅查看修改的设置或仅查看与默认值
不同的设置。 显示的 BIOS 设置取决于支持的服务器硬件。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各个部分应用于服务器硬件是一个按顺序执行的过程。 屏幕显示当前应用的
部分，接下来显示已成功应用的其他部分。 如果由于错误而需要重新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则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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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应用未配置的部分和未应用的部分。 例如，如果固件更新成功，但应用操作的后续 BIOS 部
分失败，则重新应用配置文件时不再应用固件。 这有助于防止不必要且浪费时间的配置文件更
新。

最佳实践：一次仅对一个机箱执行服务器配置文件管理任务 
为了获得最佳性能，请创建、删除、编辑、复制或移动一个机箱中的服务器硬件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再管理其
他机箱中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12.2.3.2 关于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
可以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以更改与该配置文件关联的设置。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后，您可以随
时编辑该配置文件。 也可以编辑处于错误状态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以进行更正。
在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时，服务器的状态将发生变化。 设备会分析更改并确定操作以更新服务
器。 例如，如果更改 BIOS 设置而未更改固件基准，则不会更新固件。 将仅应用请求的更改。

注意： 如果使用设备以外的工具更改服务器设置或状态，则不检测或管理这些更改。 下次编辑
配置文件时，可能会覆盖这些更改。

在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时，请考虑以下问题：

• 编辑配置文件是一个异步操作。 名称和说明更改将会立即生效，但其他更改可能需要一些时
间才能完成。 如果配置文件与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关联，更改可能会导致配置文件与其模板
不一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一致性验证”。

• 配置文件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 在取消分配配置了本地存储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时，逻辑驱动器内容可能会丢失。 要保留逻辑
驱动器，请以物理方式卸下磁盘驱动器或创建逻辑驱动器内容的副本，以便以后重新分配该
配置文件。

• BIOS 设置是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管理的；在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时，将覆盖服务器上的设
置。

• 无法在以下内容的虚拟和物理标识符之间切换，除非删除并重新创建配置文件连接：

序列号/UUID■

■ MAC 地址

■ WWN

要编辑某些服务器配置文件设置，必须关闭服务器硬件的电源；对于其他服务器配置文件设置，
可以将服务器硬件电源保持打开状态。 在打开服务器硬件电源的情况下，您可以编辑以下设置：
• 配置文件名称

• 配置文件说明

• 配置文件相关性

• 为现有连接请求的带宽

• 现有连接的网络和网络集（除非该连接可引导）

注意： 无法更改以太网网络或网络集与光纤通道网络之间的现有连接。

光纤通道网络只能改为同一互连模块上的其他光纤通道网络。

• 创建、连接和编辑存储卷。

注意： 如果服务器被配置为使用存储路径引导，则无法禁用该路径。

• 使用 Smart Update Tools 的固件和操作系统驱动程序

128 管理服务器硬件、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 仅使用 Smart Update Tools 的固件
如果未成功应用以前的修改，则在打开服务器硬件电源后无法修改配置文件，除非失败仅仅是由
SAN 存储造成的。

12.2.3.3 关于移动服务器配置文件
您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移到另一个服务器硬件，例如，当您要删除一个服务器硬件并将其替换
为另一个类似的服务器硬件的时候。 通过执行移动操作，您可以快速更改硬件目标，而无需重建
整个服务器配置文件。

如果无法将服务器配置文件直接移到新的服务器硬件，您可以将其更改为未分配。 这样，您就可
以保留当前未分配给任何服务器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重要信息： 如果将服务器配置文件移到不同的服务器，并且该配置文件正在管理内部本地存
储，则必须手动将物理磁盘从原始服务器移到新服务器以保留数据。

12.2.3.4 关于迁移服务器配置文件
在您的环境中升级或添加硬件时，可以将现有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新硬件。 例如，在升级服务
器硬件时，可以更改服务器硬件类型，因此，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可能不再与新硬件配置相匹
配。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编辑现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以更新服务器硬件类型，而无需从头开始
重新创建可能非常复杂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通过使用编辑现有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更改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机箱组功能，您可以执行如下任务：

• 在服务器中添加或卸下中间卡

• 将服务器硬件从一个机箱移到另一个具有不同配置的机箱

•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移到具有不同适配器、不同硬件版本和不同硬件型号的服务器

• 将工作负载移到不同的服务器或机箱配置

在现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单击“服务器硬件类型”或“机箱组”设置旁边的“更改”链接以更改这
些值。

如果要更改服务器硬件类型或机箱组，可能会影响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其他设置。 对于大多数以
下属性，只要选定的服务器硬件类型或机箱组支持现有的设置，设置将保持不变。 如果这些设置
不支持选定的服务器硬件类型或机箱组，则会删除这些设置。 下面注明了例外情况。
相关性 保持不变（如果支持）或删除（如果新配置是机架服务器）。

固件 保持不变（如果支持）或删除。

连接 将大多数设置保持不变（如果支持），但将端口设置为自动。 删除不支持的设
置。

本地存储 保持不变（如果支持）或删除。

SAN 存储 将设置保持不变（如果支持），删除存储路径或删除所有 SAN 配置（如果新配
置是机架服务器）。

引导设置 始终调整设置以支持新配置。

BIOS 保持不变（如果支持）或删除（如果将配置文件迁移到不同的服务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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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5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控制卸下并更换行为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相关性”控件设置刀片服务器的卸下并替换行为。 如果将服务器配置文件
应用到一个服务器，然后将该服务器从设备托架中卸下，在空托架中插入服务器时，“相关性”设
置控制是否重新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 机架服务器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无相关性。

说明相关性值

可以将分配给（空）设备托架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应用于插入到托架中的任何服务器，但前
提是插入的服务器的服务器硬件类型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服务器硬件类型相匹配。

默认值为设备托架相关性。

设备托架

如果您向托架中插入不同的服务器，则系统不会应用分配给（空）设备托架的服务器配置
文件。 插入的服务器的序列号和服务器硬件类型必须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值相匹配。 只
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就可以在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硬件之间建立相关性：

•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设备托架中的服务器硬件。

•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空设备托架，并随后将具有匹配的服务器硬件类型的服务器插
入到托架中。

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将重置其服务器硬件的相关性。 如果您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已填
充设备托架，则托架中的服务器硬件变得与配置文件相关联。 如果服务器配置文件未分配
或分配给空设备托架，则会清除当前的任何关联。

设备托架 + 服务器硬件

12.2.3.6 关于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空设备托架
您可以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空托架。 如果将服务器插入托架并符合以下条件，则会自动将服
务器配置文件应用于服务器硬件：

• 其他服务器配置文件未分配该机箱托架（例如，如果将全高服务器硬件类型的配置文件分配
给托架 1，则无法将该配置文件分配给托架 9）。 在分配配置文件时，将检查这种情况。

• 硬件的服务器硬件类型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服务器硬件类型相匹配。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请选择“设备托架”或“设备托架 + 服务器硬件”相关性。 如果为空托
架选择“设备托架 + 服务器硬件”相关性，在托架中插入匹配类型的服务器硬件时，将设置 UUID。

12.2.3.7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
配置文件支持的最大连接数取决于由与该配置文件关联的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机箱组定义的虚拟端
口总数。 虚拟端口总数的计算方法是每个 FlexFabric 适配器的虚拟端口数乘以由服务器硬件类
型定义的 FlexFabric 适配器数。 最大连接数为 50 或虚拟端口总数（加上两个用于未分配连接的
端口），取两者中最大的。

支持的软件 iSCSI 引导配置

您可以使用 HPE OneView 选择 iSCSI 软件引导目标。 支持以下参数：
• iPv4

• 静态 IP（不支持 DHCP）

• 使用 iSCSI 软件的可引导以太网连接只能在物理端口的第一个虚拟功能上

注意： HPE OneView 不会自动查找 iSCSI 配置参数。

12.2.3.8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和更改服务器硬件类型
在具有已部署连接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上更改服务器硬件类型时，新的服务器硬件类型必须定义足
够多的端口，以允许所有当前已部署的连接自动进行端口分配。 如果新的服务器硬件类型没有足
够的端口容量，则自动端口分配在应用到服务器时会失败并导致配置文件编辑操作失败。 要避免
此情况，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删除连接，以便可以自动分配剩余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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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连接并将端口分配设置为 None，以使这些连接不被部署。

12.2.3.9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操作系统部署
服务器配置文件“操作系统部署”设置控制操作系统安装和配置。 您选择的部署计划定义了显示的
设置。 操作系统部署计划指定：

• 要部署的操作系统映像。 该映像可以是虚拟机监控程序，或者可以包含应用程序软件。

• 使用用户指定的设置配置操作系统映像的部署设置

这些设置不指定引导配置，但在选择部署计划时，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引导模式将设置为“UEFI
优化”。
操作系统部署计划、操作系统卷和部署设置将显示在 UI 中。
操作系统部署计划 指向 Image Streamer 图形用户界面中的部署计划的超链接。 如果没有为服

务器配置文件指定操作系统部署设置，将显示“未设置”。
只有当机箱组包含配置的操作系统部署时，您才可以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指
定操作系统部署计划，否则将显示一条静态消息，指出该部署不受支持。

操作系统卷 操作系统卷是在具有部署计划的服务器硬件上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时，因操
作系统部署而创建的。 在关闭再打开电源时，服务器将从该卷引导。 如果
服务器配置文件没有分配的服务器硬件，将显示“挂起分配”。
“操作系统卷”是一个指向 Image Streamer 图形用户界面中的卷的超链接。

部署设置 所选部署计划的部署设置（部署计划属性及其配置的值）。

每个操作系统部署计划是唯一的，包含适用于该单个部署计划的部署设置。
如果部署计划未定义任何属性，则部署计划可能为空。

部署计划指示要安装的操作系统软件和配置方法。 当您选择部署计划时，使用默认值配置的部署
计划属性显示为部署设置。 您可以检查当前值，并为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部署设置提供新的值。
如果更改选定的部署计划或设置值，将导致 Image Streamer 为配置的服务器重新部署操作系统
引导卷。 重新部署会删除当前操作系统卷并创建新的卷作为部署结果。
在选择部署计划时，将在 UI 中自动添加两个到操作系统部署网络的连接，并使用这些连接从操
作系统卷中进行引导。 主引导端口设置为第一个 1:a 适配器。 辅助引导端口设置为第一个 2:a
适配器。 引导模式将自动配置为“UEFI 优化”。
为了使服务器访问新的操作系统卷以及从中进行引导，将自动执行以下 iSCSI 配置任务：
• 使用 UEFI 软件为 iSCSI 引导配置服务器。

• 从部署网络 IP 池分配 IP 地址，并配置服务器上的网络适配器。

• 在服务器硬件和卷上生成并配置 iSCSI 发起方和目标方名称。

注意： 由于向服务器硬件的分配或服务器访问操作系统卷的能力，某些服务器配置文件操作要
求重新部署操作系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文档 (www.hpe.com/
info/synergy-docs)。

当从服务器配置文件删除部署计划或更改部署计划时，将删除现有操作系统卷并重新部署操作系
统映像。 引导配置会针对新的操作系统卷进行更新。

操作系统卷和更换服务器硬件

如果操作系统卷与服务器配置文件关联并分配给特定的硬件，则会在以下情况下更换该硬件并保
留操作系统卷：

• 将硬件更换为相同的型号，并将相关性设置为“设备托架和服务器硬件”。
• 将硬件更换为相同或不同的型号，并将相关性设置为“设备托架”。
在打开硬件电源后，它可以从关联的操作系统卷中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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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Image Streamer 构件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

如果您从备份中恢复 Image Streamer 部署服务器或 Synergy Composer，则服务器配置文件使
用的操作系统部署计划可能缺失或已经更改。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新的部署计划。 恢复
the Image Streamer 部署服务器会将服务器配置文件重新附加到服务器操作系统卷（如果该操作
系统卷仍存在于 Image Streamer 设备中）。
如果部署计划已更改，请通过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并用新增或更新的值配置部署设置，使用已更
改的部署计划重新部署操作系统卷。

如果设置未更改，请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上删除并重新添加部署计划和设置。

注意： 不能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编辑或删除正在使用的部署计划。

如果由于 Image Streamer 故障、更换或从备份进行恢复而导致部署计划缺失，则会针对服务器
配置文件创建一个严重警报，指出与服务器配置文件关联的部署计划不再存在。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和操作系统部署

未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中指定操作系统部署设置。

如果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且关联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已配置操作系统部署，则在服务器配置
文件中自动添加两个网络连接。 新的连接会导致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和服务器配置文件不一致。
通过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中定义所需的连接，避免出现不一致通知。

如果针对非 UEFI 引导模式配置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并且服务器配置文件引导模式设置为“UEFI
优化”，则配置文件变得不一致。 通过将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引导模式设置为“UEFI 优化”，避免
出现不一致通知。

12.2.3.10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本地存储
您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管理服务器硬件上的本地存储。

• “逻辑驱动器和唯一标识符”

• “关于 RAID 级别和控制器”

• “RAID 级别和物理驱动器数”

• “关于本地存储和集成存储控制器”

• “关于本地存储和中间存储控制器”

注意： 在指定驱动器的服务器配置文件被删除或取消分配时，HPE OneView 不擦除物理驱动
器中的数据。 访问该数据是可能的，因此如果您希望确保数据不可访问，请在删除服务器配置文
件或本地存储配置之前清除所有敏感数据。

重要信息： 在删除包含本地存储设置的配置文件之前，请备份任何重要的数据。 当删除配置文
件时，会删除中间存储控制器上的逻辑 JBOD 和逻辑驱动器，且将无法恢复其数据。 此外，建
议您在删除此类配置文件之前创建 HPE OneView 设备的备份，以便在意外删除配置文件时恢复
对物理驱动器的访问。

12.2.3.10.1 逻辑驱动器和唯一标识符

如果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配置新逻辑驱动器，或者从服务器硬件中导入现有逻辑驱动器，在应用
服务器配置文件时，HPE OneView 将在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中存储每个逻辑驱动器的唯一标识
符。

在后续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应用操作中，HPE OneView 检查该标识符在分配的服务器硬件的物理
驱动器上是否存在。 如果缺少该标识符，应用操作将失败，以便确保在将服务器配置文件重新分
配给新服务器硬件时正确插入物理驱动器。

如果存在任何以下情况，HPE OneView 将在服务器配置文件应用操作中清除当前标识符：
• 选择了“重新初始化内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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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删除了“逻辑驱动器”。
• 存储控制器设置为“手动管理”。

12.2.3.10.2 关于 RAID 级别和控制器

您可以使用 RAID 定义逻辑驱动器或 HBA 以将驱动器直接分配给控制器。 控制器可以支持的
RAID 级别是在每个控制器的规格中定义的。 您必须检查每个控制器的规格以验证它支持的 RAID
级别。 支持的 RAID 级别取决于服务器硬件类型以及物理服务器配置。 确保选定的 RAID 级别
具有足够的物理驱动器。

注意： 虽然某些控制器支持 RAID 50 和 RAID 60，但 HPE OneView 不支持它们。 要使用
RAID 50 或 RAID 60，请将控制器设置为在 HPE OneView 中“手动管理”。

更多信息

“RAID 级别和物理驱动器数”

12.2.3.10.3 RAID 级别和物理驱动器数

有关特定服务器硬件支持的驱动器数的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RAID 0 最少 1 个驱动器，增量为 1 个。
RAID 1 需要 2 个驱动器。
RAID 10 需要 4 个驱动器，增量为 2 个。
RAID 1 ADM 需要 3 个驱动器。
RAID 5 最少 3 个驱动器，增量为 1 个。
RAID 6 最少 4 个驱动器，增量为 1 个。

12.2.3.10.4 关于本地存储和集成存储控制器

• HPE OneView 无法识别集成存储控制器中现有的本地存储配置，除非在将服务器配置文件
应用于服务器硬件时导入本地存储。

• 导入选项不能保证不会丢失数据。 例如，如果服务器当前处于 HBA 模式，您必须在导入之
前将其更改为 RAID 模式，这种控制器模式更改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 在创建逻辑驱动器并将其应用于服务器硬件后，无法再修改该逻辑驱动器。

虽然删除或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不会从服务器硬件中直接删除本地存储数据，但如果将来将
包含本地存储配置更改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应用于服务器硬件，则数据可能会丢失。 下表说明了在
更改配置文件或硬件时如何保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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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更改服务器硬件/服务器配置文件并保留集成的本地存储数据

结果过程更改服务器硬件

• 设备通过验证保存的唯一标识符，
确认正确插入了物理驱动器。

将物理驱动器移到新服务器硬
件中

1. 从当前服务器硬件中取消分配服务
器配置文件。

2. 从服务器硬件中实际卸下本地存储
驱动器。

3. 将本地驱动器插入到新服务器硬件
中。

4. 在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应用于新服务
器硬件时，不要选择“重新初始化
内部存储”。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从一个服务器硬件
移到另一个服务器硬件

• 保留唯一的标识符。

• 导入现有的逻辑驱动器和数据。

A. 导入现有的驱动器和数据
1. 删除或取消分配当前的服务器配置
文件。

2. 在应用新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时，选
择“导入现有的逻辑驱动器”。

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已配置本地
存储的服务器硬件

• 创建具有新的唯一标识符的新逻辑
驱动器。

• 将备份的数据复制到新逻辑驱动器
中。

B. 备份和复制数据
1. 备份数据。
2. 删除或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3. 在应用新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时，选
择“重新初始化内部存储”。

4. 将备份的数据复制到服务器硬件上
的新逻辑驱动器中。

12.2.3.10.5 关于本地存储和中间存储控制器

SAS 逻辑 JBOD 支持中间存储控制器上的逻辑驱动器。 在实例化逻辑驱动器后（即，未挂起），
您可以在“逻辑互连模块”屏幕上查看关联的 SAS 逻辑 JBOD 的详细信息。

更改中间存储控制器模式的影响

• 如果在 HBA 和 RAID 之间切换，将导致从控制器中删除所有逻辑驱动器或逻辑 JBOD。

• 如果从“手动管理”切换到 HBA 或 RAID，将导致从控制器中删除所有逻辑驱动器或逻辑 JBOD。

• 如果从 HBA 或 RAID 切换到“手动管理”，将导致在控制器上已配置的逻辑驱动器或逻辑 JBOD
保持连接到存储控制器，而不会丢失数据。 不过，将丢弃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控制器配置设
置和逻辑驱动器跟踪数据。

12.2.3.11 关于将 SAN 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
卷通过卷连接与服务器配置文件关联。 通过将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服务器配置文件
的服务器硬件可以访问存储系统上的存储空间。

在创建或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时，您可以连接现有卷或动态创建要连接的新卷。

可将新创建的卷标记为永久，以便在从配置文件中删除了这些卷或者删除了配置文件后它们继续
存在。 否则，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时会删除非永久卷。
可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来配置用于连接卷的属性。 例如，您可以启用和禁用从服务器到 SAN 存
储的存储路径。

存储目标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内，可自动分配用于卷连接的存储目标端口，或者可以手动分配可用端口。 自
动分配的目标端口将属于同一个端口组。 手动分配的目标端口可能属于相同或不同的端口组。
端口组是在向 HPE OneView 中添加存储系统时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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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HPE 3PAR 卷

在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上，主机可见 VLUN 仅允许特定主机看到卷，而匹配集
VLUN 仅允许特定端口上的特定主机看到卷。
要在将现有的 3PAR 卷添加到配置文件时在 HPE OneView 中重新使用主机可见 配置，您必须输
入 3PAR 阵列上配置的确切 LUN 值。
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手动”LUN 选项在“添加卷”对话框中添加确切的 LUN 值。 要为卷重
新使用端到端连接，请手动指定下列内容：

• LUN 值（与 3PAR Storage System 上的 LUN 匹配）

• 目标端口

此外，要将以主机可见的形式连接（导出）3PAR 卷，则必须同时启用或禁用该卷的所有存储路
径。 不能在禁用某些路径的同时启用某些路径。 有关详细信息，请从 HPE Storage 信息库 (http://
www.hpe.com/info/storage/docs) 中下载《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概念指南》。

12.2.3.12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一致性验证
一致性检查验证服务器配置文件，以确保它与其父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的配置相匹配。 设备监视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比较两者并检查以下内容是否一致。

一致性检查配置文件部分

• 服务器硬件类型

• 机箱组

• 相关性

注意： 必须手动修复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机箱组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即，必须编辑配置文件
并更改硬件类型和机箱组以便与模板相匹配。

常规

如果固件不是由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管理的，则不会验证固件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是否一致。
否则，将验证以下配置是否一致。

• 固件基准

• 安装方法

注意： 只有在固件基准不一致时，才会比较强制安装的固件。 否则，不检查强制安装的固
件是否一致。

固件

比较连接以确定是否存在额外或丢失的连接。 对于类似的连接，将检查以下属性是否存在差
异。

• 端口

• 网络

• 请求的带宽

• 请求的虚拟功能（以太网）

• 连接引导设置

注意： 不会将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具有端口 id 无的额外连接视为不一致。

连接

如果本地存储不是由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管理的，则不会验证本地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
是否一致。 否则，将验证以下配置是否一致。

• 控制器模式

• 逻辑驱动器

注意： 通过模板更新不会自动修复本地存储中的不一致问题。 必须手动修复这些问题。

本地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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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检查配置文件部分

如果 SAN 存储不是由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管理的，则不会验证 SAN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配
置是否一致。 否则，对于具有专用共享类型的卷，配置文件要求相同存储池中具有服务器配
置文件模板中定义的相同数量的专用卷，并且 LUN 数量保持一致。 如果专用卷数量、其存
储池或 LUN 数量存在任何差异，则会将其标记为不一致。
对于共享类型为 shared 的卷，配置文件必须连接到与具有匹配 LUN 数量和存储路径的服
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关联的所有共享卷以保持一致。 可以连接额外的共享卷，而不会导致处于
不一致状态。

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主机操作系统类型必须与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匹配才能保持兼容。

注意： 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额外连接不会导致不一致。

SAN 存储

如果引导设置不是由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管理的，则不会验证引导设置的服务器配置文件配
置是否一致。 否则，所有配置必须与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相匹配。

引导设置

如果 BIOS 设置不是由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管理的，则不会验证 BIOS 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
是否一致。 否则，所有配置必须与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相匹配。

BIOS 设置

“隐藏未使用的 FlexNIC” 说明必须与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相匹配。高级

如果配置匹配，则会将服务器配置文件一致性状态字段设置为一致并将其视为兼容。

任何不一致将导致发送配置文件警报，并将一致性状态字段设置为与模板不一致。

12.2.3.13 虚拟功能
虚拟功能将逻辑 I/O 硬件设备分配给虚拟机 (VM) 以允许共享 I/O 设备。 虚拟功能提供了一种机
制，以将单个以太网端口作为多个单独的物理设备，每个物理设备包含 I/O 操作所需的资源。 支
持单根 I/O 虚拟化 (SR-IOV) 的设备提供了可配置数量的独立虚拟功能，每个虚拟功能具有自己
的配置空间。 您可以为虚拟机分配一个或多个虚拟功能。
支持将单个网络、网络集、隧道网络和未标记的网络作为虚拟化功能。

要利用该功能，服务器 BIOS 必须支持虚拟功能，并且必须配置为启用该功能。

12.2.4 何时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
通过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将服务器硬件配置与实际服务器硬件单独进行管理。

• 在维修或更换服务器硬件时，轻松将配置重新应用于服务器硬件。

• 在安装服务器硬件之前定义服务器配置。

• 在一个位置中捕获大部分的服务器配置，从而大大简化和加快服务器配置。

根据硬件环境，您可以配置下面的很多或全部设置。

• 固件（可选）：

指定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SPP) 版本和安装方法以在打开服务器电源时安装固件
和驱动程序（将通过管理网络应用更新）。

■

■ 指定安装固件而不安装驱动程序，而无论是否打开了服务器电源（将打开服务器硬件电
源以安装固件）。

■ 支持用于 Gen9 服务器。

• BIOS 设置（可选）：
指定在选定的服务器硬件上应用的 BIOS 设置。■

■ 支持用于 Gen9 服务器。

• 引导顺序（可选）：

指定在选定的服务器硬件上应用的 BIOS 引导顺序或 UEFI 引导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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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用于 Gen9 服务器。

• 本地存储配置（可选）：

配置具有特定 RAID 级别的集成 Smart Array 控制器直接连接的磁盘驱动器以创建逻辑
卷。

■

■ 配置多个逻辑卷，具体取决于服务器硬件支持的磁盘驱动器数。

■ 为 Gen9 指定本地存储配置。

• 连接（对于 Virtual Connect 是必需的）：
描述服务器硬件可以访问的以太网网络和光纤通道 SAN。■

■ 描述引导配置选项。

■ Virtual Connect 允许虚拟化 MAC 和 WWN，以便在更改基础硬件组件时，分配给网络
的 MAC 和 WWN 保持不变。

• 存储连接（对于 Virtual Connect 是必需的）：
描述服务器可以访问的 StoreServ 卷，并支持创建新的 StoreServ 卷（可使用光纤通道
或 FCoE 访问）。

■

■ 描述 StoreServ 卷以自动将卷分配给服务器硬件，从而避免手动配置分区。

更多信息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何时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12.3 管理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时，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将作为结构参考。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中包含服
务器配置文件的所有配置结构。 该模板模型定义了固件、连接、本地存储、SAN 存储、引导、
BIOS、配置文件相关性以及是否隐藏未使用的 FlexNIC 的集中配置来源。

12.3.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12.3.2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 复制、编辑或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 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更新配置文件配置。

•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更新固件。

12.3.3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提供了一种机制以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 通常，可以在服务器配置文件
模板中捕获最佳实践配置，然后创建并部署服务器配置文件。

12.3.3.1 关于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您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模板以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所有设置的配置。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模
板时，您可以指定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机箱组。 在创建模板后，无法更改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机箱
组。 通过相同模板生成的任何配置文件具有相同的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机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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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始终映射到端口，即，保存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绝不会具有端口 = 自动的连接。 无法配
置端口 = 无的连接。

无法添加现有的专用卷。 有关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服务
器配置文件模板”屏幕详细信息。

12.3.3.2 关于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可以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以更改与该模板关联的设置。 在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后，您可
以随时编辑该模板。 也可以编辑处于错误状态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以进行更正。
在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时，设备分析所做的更改并更新模板配置。 接下来，评估通过模板创
建的所有服务器配置文件是否保持一致，并发出通知以指示受更改影响的配置文件数。 这些配置
文件将标记为不兼容。 您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通过模板更新”选项接受通过模板进行
的所有更改。

注意： 必须关闭服务器硬件电源以通过模板进行更新，除非可以联机进行更改，例如，网络和
网络带宽。

在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 无法在以下内容的虚拟和物理标识符之间进行切换：

序列号/UUID■

■ MAC 地址

■ WWN

12.3.4 何时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通过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您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将服务器硬件配置与实际服务器硬件单独进行管理。

• 在维修或更换服务器硬件时，轻松将配置重新应用于服务器硬件。

• 在安装服务器硬件之前定义服务器配置。

• 在一个位置中捕获大部分的服务器配置，从而大大简化和加快服务器配置。

根据硬件环境，您可以配置很多或全部服务器配置文件设置。

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您可以：

• 管理很多具有相同配置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 轻松通过模板生成新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 同时控制多个服务器的配置更改。 HPE OneView 在引用模板的所有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检查
一致性。

• 使用“通过模板更新”操作自动解决一致性问题。 将调整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以便与服务器配
置文件模板相匹配。

更多信息

《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12.4 了解更多
•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 “关于机箱或 Synergy 框体” （第 173 页）

• “管理许可证” （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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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器硬件故障排除” （第 343 页）

• “服务器配置文件故障排除” （第 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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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理结构
本章介绍结构的创建以及与其关联的资源的信息。 除了资源，结构还包含保留的 VLAN 池范围。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fabrics

13.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网络管理员

13.2 关于结构
结构为第 2 层和第 3 层网络配置以及与物理网络关联的部署网络服务提供通用的模型和一致的状
态表示形式。 如果网络、互连模块和逻辑交换机属于相同的结构，则域中的可用网络集在它们之
间保持一致。

创建和删除结构

在创建域时，将创建一个结构并为其分配默认名称。 在删除域时，将删除该结构。 只能为每个
域创建一个默认结构。 不支持多个结构与一个域相关联。

将资源与结构相关联

以下资源与结构相关联：

• 网络

• 逻辑互连模块

• 逻辑互连模块组

• 保留的 VLAN 池
在创建资源时，该资源将与一个结构相关联。 在删除资源时，将删除与该结构之间的关联。

13.3 关于保留的 VLAN 池
保留的 VLAN 池是一组用于分配未标记网络的 VLAN：

• 隧道

• 无标记

标记的网络和 FCoE 网络使用保留池以外的 VLAN。 不能在标记的网络或 FCoE 网络中使用保留
的 VLAN。
VLAN 池允许在标记和未标记的网络之间划分可用的 VLAN 数。 由于未标记的网络使用 VLAN
分配内部转换资源，因此，保留的 VLAN 池可以提供足够数量的 VLAN 以分配这些内部 VLAN。
此外，保留的池范围不需要在标记的网络上使用转换资源。

有关允许的 VLAN 总数，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支持表》或《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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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保留的 VLAN 池
保留的 VLAN 池在结构中保持唯一，但在每个逻辑互连模块中是单独分配的。 对于结构中的所
有逻辑互连模块，保留的范围是完全相同的。 将在结构中的所有逻辑互连模块之间共享其余 VLAN
（池外部）。

• 对于在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上嵌入的 HPE OneView，默认范围从 3967 开始，大小为
128。 池的最小大小必须是 50 个 VLAN 以确保池不会耗尽。

池大小不能超过 128 个 VLAN。
要更改 VLAN 池的默认范围或大小，请参阅 REST API 联机帮助中的“更新 VLAN 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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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管理许可证
您可以通过“设置”屏幕或 REST API 管理许可证。

14.1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licenses设置

14.2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4.3 许可证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将许可证密钥添加到设备许可证池中。

• 通过许可证图表查看许可状态信息。

14.4 关于许可
• “许可证类型”

• “购买或获取许可证”

• “提供许可证”

• “许可证报告”

14.4.1 许可证类型

14.4.1.1 互连模块许可证

Synergy 8Gb FC 升级许可证

以下互连模块需要使用“Synergy 8Gb FC 升级”许可证才能使用光纤通道上行链路。

• HPE Synergy 40Gb F8 交换机模块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Virtual Connect SE 40Gb 模块

14.4.1.2 服务器硬件许可证
所有 HPE Synergy 服务器硬件附带提供了 HPE OneView Advanced 许可证。 没有要恢复或管
理的密钥。

对于 Synergy 服务器硬件，还包含 iLO Advanced 许可证。

14.4.1.3 其他许可证

14.4.1.3.1 EULA

设备具有 EULA（最终用户许可协议），首次使用设备之前必须接受该协议。 可以从帮助边栏中
查看 EULA。

14.4.2 关于互连模块许可
某些互连模块需要使用分配给安装它们的托架的互连模块许可证才能使用光纤通道上行链路。 对
于不受管理的互连模块，如果没有足够的许可证，则会禁用光纤通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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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购买已安装许可证的互连模块，也可以单独购买独立许可证，然后在“设置”屏幕的“许可
证”部分中手动将其添加到 Synergy Composer。
互连模块许可进行了专门设计，以便将许可意图设置为包含互连模块的托架，而不是互连模块本
身。 这样，您就可以将相同型号的互连模块调换到托架中，而不对许可进行任何更改。

14.4.2.1 管理的互连模块许可
可以在指定管理的互连模块的逻辑互连模块中创建光纤通道上行链路集，以将许可证分配给该互
连模块。

• 如果卸下一个互连模块，然后重新插入相同的型号，则会自动重新应用一个许可证。

• 如果卸下一个互连模块并插入不同的型号，则不会自动重新应用分配给托架的许可证。

• 如果许可证可用，则会自动将其分配给包含管理的互连模块的互连模块托架。

• 在实际卸下管理的互连模块时，仍会将许可证分配给互连模块托架。

• 从管理的互连模块中删除剩下的最后一个光纤通道上行链路集时，互连模块托架许可证将会
释放回许可证池中。

14.4.2.2 未管理的互连模块许可
可以在“逻辑机箱”+“编辑”对话框的“互连模块托架许可”下面指定互连模块的许可意图，以通过
UI 将许可证分配给不受管理的互连模块。

• 如果卸下一个互连模块，然后重新插入相同的型号，则会自动重新应用一个许可证。

• 如果卸下一个互连模块并插入不同的型号，则不会自动重新应用分配给托架的许可证。

• 如果插入未管理的互连模块，并且托架没有许可意图（在逻辑机箱中指定的许可证设置），
则意图默认为“否”。

• 在实际卸下未管理的互连模块时，许可证将释放回许可证池中。

14.4.3 购买或获取许可证
购买出厂时集成（嵌入）的软件和硬件可提供最佳的许可体验，因为许可证是在硬件上提供的，
并且 HPE OneView 在发现硬件时自动将许可证添加到许可证池。
如果购买非集成许可证，您必须使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许可门户（我的 HPE 许可）激
活并注册这些许可证。 在注册许可证后，请将许可证密钥添加到设备中。

更多信息

“许可证类型”

14.4.4 提供许可证
互连模块许可证

提供许可证的方法取决于您如何购买许可证。 Synergy 8Gb FC 升级许可证的许可证交付方法如
下：

• 嵌入到互连模块中。 将具有嵌入式许可证的互连模块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时，所有互连
模块许可证都自动添加到 HPE OneView 许可证池中。

• 与硬件分开购买的独立许可证 您必须将许可证手动添加到 HPE OneView 许可证池中。

更多信息

“关于互连模块许可”

14.4.5 许可证报告
基本许可证报告指示，设备是否具有足够的许可证以满足环境中的互连模块托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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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置”屏幕上的“许可证”视图中，可查看以下各项：
• 可用的许可证数

• 授予许可的互连模块托架数

• 符合要求所需的许可证数（所有授予许可的互连模块托架）

14.5 了解更多
• “许可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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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管理网络和网络资源
本章介绍了为设备管理的机箱和刀片服务器配置和管理网络和网络资源。

注意： 本章中介绍的网络功能仅适用于机箱和刀片服务器。 设备不监视或管理机架安装服务器
或机箱以外网络设备的网络功能和硬件。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connection-templates、ethernet-networks、fc-networks 和
fcoe-networks

网络

network-sets网络集

15.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网络管理员

15.2 网络任务
您可以通过 UI “网络”屏幕或 REST API 管理光纤通道、以太网和 FCoE 网络。

15.2.1 光纤通道网络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和删除光纤通道 SAN。

• 编辑光纤通道 SAN 配置。

• 将网络与管理的 SAN 相关联。

15.2.2 以太网网络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编辑（更改网络配置）和删除网络。

• 添加一个无标记网络或隧道网络。

• 为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创建管理网络。

• 为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创建部署网络。

• 添加、编辑和删除网络集。

15.2.3 FCoE 网络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编辑（更改网络配置）和删除网络。

15.3 关于网络
机箱中的 HPE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支持以下类型的数据中心网络：

• 用于使用结构连接 (SAN) 光纤通道 (FC) 连接的存储网络的光纤通道。

• 用于数据网络的以太网，包括已标记、未标记或隧道网络。

• 用于存储网络的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将通过专用以太网 VLAN 传输存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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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本节中介绍的网络功能仅适用于机箱和服务器。 设备不监视或管理机架安装服务器
或机箱以外网络设备的网络功能和硬件。

关于创建网络

在创建网络之前，请注意最大网络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支持表》和《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创建连接之前，您必须：

• 创建至少一个网络

• 将该网络添加到逻辑互连模块组中

• 将该网络分配给内部网络或上行链路集

可在添加机箱之前创建网络，这称为预先配置。

关于配置网络

如果以太网网络与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上行链路集或内部网络关联，则会为互连模块配置该网络。

如果 FC 或 FCoE 网络与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上行链路集关联，则会为互连模块配置该网络。
必须为逻辑互连模块配置以太网和 FCoE 网络并与逻辑互连模块组保持一致，才能将其部署到服
务器配置文件连接中。

15.4 关于网络集
网络集是一组标记的以太网，它们组成一个命名组以简化服务器配置文件创建。 在每个服务器配
置文件连接需要访问多个网络的虚拟环境中，网络集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在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
中使用网络集，以便使用连接的下行链路端口上的所有网络。 网络集定义了在服务器以太网连接
与网络集关联时如何将数据包传送到服务器。 也可以使用网络集定义 VLAN 干线，并将其与服
务器连接相关联。

您可以为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连接分配一个网络集，而不是为该连接分配单个网络。

• 通过使用网络集，您可以将对网络环境的更改快速部署到多个服务器中。 例如，您将 16 个
服务器连接到一个网络集。 要在所有 16 个服务器中添加新网络，您只需将其添加到网络集
中，而不是分别添加到每个服务器中。

• 您可以为生产网络创建一个网络集，并为开发网络创建另一个网络集。

网络集前提条件

• 网络集中的所有网络均必须为以太网，并且各自的外部 VLAN ID 必须唯一。 无标记的网络
和隧道网络是单独的网络，不使用网络集。

• 必须在同一设备中配置网络集中的所有网络。

• 网络可以是多个网络集的成员。

• 必须将网络集中的所有网络添加到逻辑互连模块组（及其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上行链路集或
内部网络，才能在具有到逻辑互连模块的连接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中使用。

• 网络集可能是空的（不包含任何网络），也可能包含在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模块中配
置的一个或多个网络。 通过使用空网络集，您可以在创建成员网络之前在配置中创建网络
集，或者在添加替换网络之前删除所有成员网络。 不过，如果服务器配置文件在空网络集中
添加连接，则服务器无法通过该连接来连接到任何数据中心网络。

创建、编辑和删除网络集

• 在创建或修改网络集时，您可以为未标记的数据包指定网络。 如果未指定未标记的网络，则
在与该网络集关联的配置文件连接上拒绝未标记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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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使用网络集中的某个以太网网络的 VLAN ID 标记服务器通信。 未标记的服务器通信将
发送到未标记的网络（如果已定义未标记的网络），或拒绝未标记的服务器通信（如果未定
义未标记的网络）。

• 未标记的网络可以在服务器和互连模块之间同时发送标记的通信和未标记的通信。

在创建或修改网络集时，您可以为到该网络集的连接定义最大带宽和首选带宽。 服务器配置
文件可以覆盖首选带宽，但无法覆盖最大带宽。

• 在删除某个网络时，将自动从所属的所有网络集中删除该网络。

• 在删除网络集时，属于该网络集的网络不受影响。 不过，连接到该网络集的任何服务器将受
影响，因为其连接定义为到网络集的连接，而不是到各个网络的连接。 由于该网络集不再可
用，因此，与服务器之间通过该连接传送的网络通信将会停止。 在删除网络集时，指定该网
络集的任何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将会断开。

• 在删除网络集中的网络时，如果从网络集中删除所有正在使用的网络，使用该网络集分配的
所有配置文件将处于错误状态并断开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 要避免断开连接，请在该网络集
中保留至少一个网络，或者将该网络集与所有服务器配置文件取消关联。

15.5 关于光纤通道网络
可以使用光纤通道网络连接到存储系统。

• “光纤通道网络类型”

• “结构连接光纤通道网络”

15.5.1 光纤通道网络类型
在连接到存储系统时，机箱中的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支持以下类型的光纤通道网络：

• 结构连接网络 - 机箱互连模块连接到数据中心 SAN 结构交换机。

15.5.2 结构连接光纤通道网络
SAN 基础设施通常使用光纤通道交换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一些实现了 NPIV（N 端口 ID 虚拟化）
技术的 SAN 交换机。 NPIV 使用 N 端口和 F 端口来建立光纤通道 SAN 结构。 NPIV 允许多个
N 端口通过单个 F 端口连接到某个交换机，以使服务器能够与其他服务器共享单个物理端口，但
只能在 SAN 上访问关联的存储。
在配置结构连接光纤通道网络时，为从机箱互连模块到存储 SAN 的上行链路选择的端口必须支
持 NPIV（N 端口 ID 虚拟化）。

15.5.3 直接连接光纤通道网络

注意： Synergy 框体不支持使用直接连接光纤通道网络将服务器直接连接到 HPE 3PAR 存储
系统。

15.6 关于以太网网络
使用以太网作为数据网络。 可创建以下几种类型的以太网：

• 带标记

• 无标记

• 隧道

15.6.1 关于标记的以太网
标记的网络使用虚拟局域网 (VLAN) 使多个网络可以使用同一物理连接。 通过共享物理上行链
路，您可以隔离来自使用同一组上行链路的不同服务器的通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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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机箱互连模块的标记的以太网网络需要 VLAN ID。

• 设备中的每个网络名称都必须唯一。

标记的以太网和网络集

可以为称为网络集的命名组分配多个标记的以太网。 以后，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添加连接时，您
可以选择该网络集以允许为该单个连接选择多个网络。 对网络集进行的任何更改将应用于使用该
网络集的所有服务器配置文件。

15.6.2 关于无标记的以太网网络
未标记的网络是没有 VLAN 标记的单个专用网络，用于传送没有 VLAN 标记的通信。 将丢弃任
何标记的数据包。 按 MAC 地址进行转发。 您可能希望为 iSCSI 存储通信配置未标记的网络，
或者设置网络而不配置 VLAN。

15.6.3 关于隧道以太网
隧道网络是单个专用网络，其中有一组专用的上行链路端口用于传递一组 VLAN 但不更改 VLAN
标记。 隧道网络最多可有 4094 个 VLAN。

15.6.4 关于智能链路
智能链路能使服务器软件检测互连模块上行链路端口上的网络连接中断并作出响应。 启用“智能
链路”时，如果上行链路集内的所有上行链路端口都断开其与数据中心交换机的连接，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将断开与网络关联的所有服务器连接上的以太网链路。 智能链路会导致操作系
统检测到故障，并将通信传输到备用路径。

在使用某些服务器网络捆绑（绑定）策略时，智能链路可能非常有用。

15.7 关于 HPE Image Streamer 管理网络
Image Streamer 管理网络连接 Image Streamer 和 Synergy Composer 设备以支持从 HPE
OneView 中管理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管理网络必须具有与 HPE OneView 相同的子网、网关
和 DNS 服务器配置。
必须在 HPE OneView 中将管理网络定义为标记的网络，并且必须具有足够大的 IP 池以支持配
置所有 Image Streamer 设备。 不要将管理网络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重要信息： 必须正确配置 Image Streamer 管理网络，Image Streamer 才能正常运行。 否则，
必须删除并重新创建配置错误的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必须标记 Image Streamer 管理网络以允许在管理网络和互连模块之间进行连接。 标记 Image
Streamer 管理网络不会更改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MGMT 端口配置。 通过 MGMT 端口
对 HPE OneView 和 Image Streamer 的访问将继续处于“未标记”状态。
不要更改 HPE OneView 网络设置，因为 HPE OneView 将无法管理 Image Streamer 部署服务
器。 如果必须更改 HPE OneView 网络设置，则必须删除部署服务器并重新创建它。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联机帮助

15.8 关于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网络
FCoE 网络组合使用以太网和光纤通道技术，并用于通过专用以太网 VLAN 传输存储通信。 与标
记的以太网网络一样，FCoE 网络使用 VLANs 以允许多个网络使用相同的物理连接。 有关可以
为单个互连模块以及单个逻辑互连模块或逻辑互连模块组分配的 FCoE 网络数，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支持表》或《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与 FC
通信一样，FCoE 通信不会跨堆叠链路。
FCoE 网络通过以下方式降低了成本：
• 电缆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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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了 SAN 结构交换机数

• 适配器和互连模块整合

FCoE 网络要求
• 已分配 VLAN ID（2 到 4094）

• 以太网上行链路集

• 上行链路端口支持 FCoE 并来自于单个支持 FCoE 的互连模块

15.9 数据中心交换机端口要求
虽然可以配置某个上行链路集以将传入网络通信作为未标记的通信接收（将该上行链路集中的网
络指定为本机），但从该上行链路集输出的通信始终带有 VLAN 标记（未标记的上行链路集除
外）。

必须按如下方式配置连接到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的数据中心网络交换机的交换机端口：

• 生成树边缘（因为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在交换机中显示为访问设备，而不是交换机）。

• 用于支持连接到交换机端口的上行链路集中包含的 VLAN ID 的 VLAN 主干端口（标记）。
例如，如果配置上行链路集 prodUS（包括生产网络 prod 1101 至 prod 1104）以使用
机箱 1 的托架 1 和托架 2 中的互连模块的 Q 端口，则必须配置连接到这些 Q 端口的数据中
心交换机端口以支持 VLAN ID 1101、1102、1103 和 1104。

• 如果上行链路集中的多个上行链路将相同逻辑互连模块连接到相同数据中心交换机，您必须
为相同 LAG（链路聚合组）中的数据中心交换机端口配置 LACP（链路聚合控制协议），以
确保上行链路集中的所有上行链路处于活动状态。

设置控制消息的频率：短 - 每秒一次，超时为 3 秒；长 - 每 30 秒一次，超时为 90 秒。

15.10 了解更多
•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 “管理互连模块、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第 153 页）

• “网络故障排除” （第 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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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管理互连模块、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逻辑互连模块组提供了一种方法以创建逻辑互连模块，它表示单个机箱中的一组物理互连模块的
可用网络、上行链路集、堆叠链路和互连模块设置。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interconnects互连模块

logical-interconnects逻辑互连模块

logical-interconnect-groups逻辑互连模块组

16.1 管理机箱互连模块硬件
在添加机箱时，还会将机箱中的任何互连模块添加到管理域中，只要机箱是该域的一部分，这些
互连模块就会保留在该域中。 您可以通过 UI “互连模块”屏幕或 REST API 管理机箱互连模块硬
件。

16.1.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网络管理员

16.1.2 互连模块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或替换物理互连模块。

• 清除端口计数器。

• 启用或禁用上行链路端口或下行链路端口。

• 重新应用互连模块配置。

• 重置环路防护。

• 查看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端口的数据传输统计信息。

• 打开或关闭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中的互连模块电源。

• 重置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中的互连模块。

• 打开或关闭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中的互连模块 UID 指示灯。

16.1.3 关于互连模块
通过使用互连模块，可以在机箱中的服务器硬件和数据中心网络之间进行通信。

16.1.3.1 关于管理和监视的互连模块
将包含互连模块的机箱添加到设备时，自动添加这些互连模块。

已管理 HPE OneView 管理互连模块，以使您能够应用配置，收集统计信息以
及向用户提醒特定的情况。

受监视 HPE OneView 只会监视硬件的清单和状态。 监视的互连模块与固件基
准或逻辑互连模块不关联。

默认情况下，新添加的互连模块的固件处于未设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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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互连模块

管理的互连模块是机箱的基本组成部分，每个管理的互连模块是逻辑互连模块的成员。 每个逻辑
互连模块与一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相关联，该组与一个机箱组相关联。 有关逻辑互连模块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关于逻辑互连模块” （第 156 页）。 有关机箱和机箱组与互连模块、逻辑互连模块和
逻辑互连模块组之间关系的信息，请参阅。

可以使用 SPP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更新管理的互连模块固件。

16.1.3.2 关于未管理和不支持的互连模块

未管理的互连模块

如果创建一个逻辑机箱，并且在机箱中安装的互连模块与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不匹配，则每个
互连模块将其状态报告为“未管理”。 互连模块可能是预期类型，但如果固件已过期，则将其列出
为“未管理”。 在管理互连模块之前，机箱中的物理互连模块配置必须与逻辑机箱的关联逻辑互连
模块组相匹配。

通过使用 HPE OneView，您可以监视未管理的互连模块以及执行常见的操作，例如，打开电源、
关闭电源或重置以及打开或关闭 UID 指示灯。 也可以为机箱组分配一个 IP 地址或使用 DHCP，
然后分配光纤通道许可证以用于上行链路端口。

对于 HPE OneView 未直接管理的互连模块，某些互连模块支持嵌入式管理界面。 如果可用，您
可以使用提供的链接启动该管理控制台。

注意： 在使用系统控制台时，不支持访问互连模块的远程管理界面。 互连模块的管理 URL 将
显示为文本，而不是链接。 如果需要，在位于控制台时，您可以访问互连模块的串行（命令行）
界面。

不支持的互连模块

不支持的硬件是指设备无法管理的硬件。

如果创建一个逻辑机箱，并且在机箱中安装的互连模块与支持的任何互连模块不匹配，则每个互
连模块将其状态报告为“不支持”。

16.1.3.3 FIP 侦测
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用于通过专用以太网电缆传输光纤通道 (FC) 存储数据。 FCoE
初始化协议 (FIP) 处理 FCoE 网络的 FC 查找和登录过程。 FIP 使用光纤通道转发器 (FCF)，这
是能够处理 FCoE 的以太网交换机。 FCF 类似于具有以太网端口的光纤通道交换机。
FIP 提供一个以太网 MAC 地址，以供 FCoE 在遍历以太网网络时使用。 FIP 从以太网网络中获
取光纤通道 ID (FC ID)，需要在光纤通道网络上使用该 ID。
FIP 侦测提供了可用于监视和验证连接或排除连接故障的统计数据。
有关支持 FIP 侦测的互连模块列表，请参阅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中的相应支持
或兼容性表。

更多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额外的上行链路端口详细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额外的下行链路端口详细信息”

16.1.3.4 与设备进行连接和同步
设备分析互连模块的运行状态，并在互连模块或端口状态发生变化时发出警报。 设备会在其管理
的互连模块上保存您指定的配置。

设备还跟踪互连模块的连接状态。 如果设备与互连模块失去连接，则显示警报，直到恢复连接为
止。 设备尝试解决连接问题并清除警报。 如果失败，则您必须自行解决该问题，并手动刷新互
连模块以使其与设备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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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互连模块”屏幕中手动刷新设备与互连模块之间的连接。  请参阅“互连模块”屏幕的联机帮
助以了解详细信息。

16.1.4 了解更多
• “互连模块”

• “网络功能”

• “互连模块故障排除”

16.2 管理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逻辑互连模块表示单个机箱中的一组物理互连模块的可用网络、上行链路集和堆叠链路设置。
“逻辑互连模块”屏幕提供机箱中的逻辑互连模块配置的图形视图。 可以使用此屏幕或 REST API
管理逻辑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集。

在添加机箱时，将自动创建一个逻辑互连模块。 逻辑互连模块组可作为一个模板，以确保它的所
有逻辑互连模块具有一致的配置。

16.2.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网络管理员

16.2.2 逻辑互连模块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编辑或删除上行链路集。

• 更改以太网设置，例如：

IGMP（Internet 组管理协议）侦测和空闲超时间隔。■

■ 环路防护。

• 配置端口以监视网络通信。

• 编辑内部网络。

• 启用和禁用物理端口。

• 通过逻辑互连模块更新互连模块的固件。

• 管理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陷阱目标。

• 通过 LACP 计时器管理控制消息的频率。

• 将逻辑互连模块配置重新应用于其物理互连模块。

• 通过逻辑互连模块组更新逻辑互连模块配置。

• 查看和下载 MAC 地址表。

• 为逻辑互连模块定义服务质量 (QoS) 设置.

16.2.3 逻辑互连模块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创建逻辑互连模块组

• 编辑逻辑互连模块组

• 删除逻辑互连模块组

• 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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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大小

• 添加或编辑支持与 Image Streamer 的连接的上行链路集

• 定义服务质量 (QoS) 设置以应用于逻辑互连模块

16.2.4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
逻辑互连模块是单个管理实体，它由单个机箱或框体链路拓扑中的一组互连模块配置组成，其中
包括：

• 上行链路集，它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 网络到物理上行链路端口的映射，这是由逻辑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集定义的。

• 内部网络，用于服务器到服务器的通信，而不会从任何上行链路中输出通信。

• 下行链路端口，它通过机箱中板连接到机箱中的服务器。

• 互连模块之间的连接（称为堆叠链路）。 堆叠链路是互连模块的外部端口之间的外部电缆。
有关可以在逻辑互连模块上配置的最大网络数，请参阅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中
的相应支持或兼容性表。

对于服务器管理员，逻辑互连模块表示通过互连模块上行链路连接到的网络以及通过物理服务器
接口连接到的互连模块下行链路功能。 对于网络管理员，逻辑互连模块表示以太网堆叠配置、聚
合层连接、堆叠拓扑、网络可访问性、统计信息和故障排除工具。

16.2.4.1 关于上行链路集
上行链路集定义了机箱中的一组互连模块上的单个专用网络或一组网络和物理端口。 通过使用上
行链路集，您可以将互连模块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上行链路集启用多个端口以支持端口聚合
（将多个端口连接到单个外部互连模块），并通过一组一致的 VLAN 网络实现链路故障转移。
必须为在多框体配置中支持到 Image Streamer 的连接的上行链路集分配 Image Streamer 类型
以正确配置关联的端口。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包含一个网络和 4 个上行链路端口。 必须
为单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中的上行链路集分配“以太网”类型，并使用一个上行链路端口。

• 对于标记的以太网，可以使用上行链路集指定通过同一电缆连接多个网络的互连模块上行链
路。

• 对于无标记的以太网网络或隧道以太网网络，上行链路集标识单个网络专用的互连模块上行
链路。

• 对于光纤通道网络，可向上行链路集中添加一个网络。 光纤通道不允许使用虚拟网络或
VLAN。

• 对于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网络，上行链路集可以通过一组相同的以太网电缆连接
多个光纤通道网络和标记的以太网网络。

• 对于 HPE VC SE 16Gb FC 模块，可以分配给上行链路集或用作网络分析器端口的总端口数
不能超过每个互连模块 12 个端口。

上行链路集是逻辑互连模块的一部分。 逻辑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集的初始配置由逻辑互连模块组
的上行链路集的配置决定，但可更改（覆盖）特定逻辑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集。

对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上行链路集所做的更改不会自动传播到现有的逻辑互连模块。 例如，要将新
添加的 VLAN 传播到通向其现有逻辑互连模块的逻辑互连模块组上行链路集，必须分别更新逻辑
互连模块组中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的配置。

对于每个逻辑互连模块：

• 您可以定义零个或更多上行链路集。 有关支持的最大上行链路集数以及上行链路集中支持的
最大网络类型数，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3.0 支持表》或《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中的网络限制。
如果您没有定义任何上行链路集，则机箱中的服务器无法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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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网络只能是一个上行链路集的成员。

• 上行链路集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标记的以太网。 无标记的网络或隧道网络的上行链路集只能
包含一个无标记的网络或隧道网络。

• 上行链路集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 FCoE 网络，但上行链路必须包含在单个支持 FCoE 的互连
模块中。

请参阅“关于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网络”中的固件要求。

• 在逻辑互连模块组或逻辑互连模块中，所有 VLAN ID 必须在上行链路集和内部网络中保持
唯一。

• 内部网络允许在逻辑互连模块中建立服务器到服务器的连接。 可以将现有的网络添加到内部
网络集以创建内部网络。 可以将内部网络添加到上行链路集中，这会自动从内部网络集中删
除这些网络。

• 必须单独指定上行链路集中的以太网网络，无法通过选择网络集来指定这些网络。 不支持在
上行链路集中使用网络集，原因如下：

■ 网络配置旨在由具有网络管理员角色的用户管理。 由于具有服务器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
以创建和编辑网络集，因此允许网络集成为上行链路集的成员可能导致服务器管理员在
不知会网络管理员的情况下更改网络到上行链路端口的映射。

■ 由于网络可能是多个网络集的成员，如果允许将网络集作为上行链路集的成员，则更难
确保没有一个网络是多个上行链路集的成员，尤其是网络集配置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
化。

16.2.4.2 关于在逻辑互连模块中定义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
在编辑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以在多框体配置中支持到 Image Streamer 的连接时，可以
指定 4 个上行链路端口。 在具有 Image Streamer 设备的相同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中的链
路模块的两个 MGMT 端口必须连接到不同互连模块上的上行链路端口。
在具有两个机箱的配置中，交叉连接 4 个 MGMT 和 4 个上行链路端口以获得高可用性，如下表
中所述。

上行链路端口互连模块MGMT 端口机箱

1A1A

1B2A

2A1B

2B2B

必须为单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中的上行链路集分配“以太网”类型和一个上行链路端口。

更多信息

“关于上行链路集”
“关于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定义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

16.2.4.3 关于内部网络
内部网络是一个没有上行链路端口的网络，用于在逻辑互连模块中进行服务器到服务器的通信。
通过内部网络互相通信的服务器不会从任何上行链路中输出通信。

仅标记的、未标记的和隧道以太网网络可以是内部网络的成员。

如果需要到逻辑机箱外部的网络连接，则网络必须位于与上行链路关联的上行链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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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将网络添加到逻辑互连模块组和关联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上行链路集或内部网络后，才
能在配置文件连接中使用该网络。

添加和删除内部网络

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模块具有一个内部网络列表，该列表最初是空的。 通过将网络添
加到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模块的内部网络列表中，可以在可映射到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互连
模块上的下行链路的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中使用该网络。

重要信息： 如果多个逻辑互连模块上的内部网络列表中具有重复的网络，可能会导致机箱中的
服务器无法进行通信。

您可以从“逻辑互连模块”或“逻辑互连模块组”屏幕中添加或删除内部网络。 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
将继承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创建的内部网络配置。 可以选择“操作”→“从组中更新”以将逻辑互连
模块与父逻辑互连模块组保持一致。

内部网络列表中的网络显示为上行链路集的可用网络。 如果添加到上行链路集中，则会自动将它
们从内部网络中删除。

如果从逻辑互连模块的上行链路集中删除以太网网络，则会自动将其移到内部网络中，以便使用
该网络的服务器配置文件连接不会断开网络连接。 不过，如果从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上行链路集中
删除以太网网络，则不会自动将该网络移到内部网络中。 如果希望网络是内部网络，请编辑逻辑
互连模块组并将网络添加到内部网络中。

16.2.4.4 关于堆叠链路和堆叠运行状况

堆叠链路

堆叠链路仅适用于以太网网络。 您可以通过堆叠链路将所有互连模块相互连接在一起，以便连接
到互连模块下行链路的服务器的以太网通信可以传输到数据中心网络（通过该互连模块或从该互
连模块到另一个互连模块的堆叠链路）。 在发现机箱之前，请创建一个具有单个逻辑互连模块的
逻辑互连模块组，其中包含机箱中的所有互连模块。 这会创建一个完全堆叠的机箱。
要设置非堆叠机箱，请配置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其中，每个互连模块位于单独的逻辑互连模块
组中（并随后位于单独的逻辑互连模块中）。 也可以设置部分堆叠的机箱，其中的多个互连模块
位于一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机箱组中的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堆叠运行状况

设备检测机箱中的互连模块之间的连接的拓扑，并确定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网络之间是否具有冗余
路径。 设备报告冗余信息以作为逻辑互连模块的堆叠运行状况，它是以下内容之一：
已冗余连接 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任何一对互连模块之间至少有两个独立的路径，从逻辑互连模块

中的任何互连模块上的任何下行链路端口到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任何其他端口（上行
链路或下行链路）至少有两个独立的路径。

已连接 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任何一对互连模块之间有一个路径，从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任何互
连模块上的任何下行链路端口到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任何其他端口（上行链路或下行
链路）有一个路径。

已断开连接 至少有一个互连模块未连接到逻辑互连模块中的其他成员互连模块。

不适用 互连模块不支持堆叠或逻辑互连模块中具有单个互连模块。

16.2.4.5 创建或删除逻辑互连模块

在机箱中创建逻辑互连模块

在发现期间，互连模块和其他机箱硬件将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并置于“受监视”状态。 要在
HPE OneView 中管理互连模块和其他硬件，必须创建逻辑机箱以配置机箱。 在创建逻辑机箱
时，将执行以下操作：

• 设备检测物理互连模块及其堆叠链路（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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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自动为机箱组中定义的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组创建单个逻辑互连模块。

注意： 创建的逻辑互连模块数量取决于定义机箱组的方式。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编辑逻
辑互连模块组”。

• 设备自动使用以下命名约定命名逻辑互连模块：

逻辑机箱名称-逻辑互连模块组名称

• 逻辑互连模块的数据显示在“逻辑互连模块”屏幕上。
要添加或更改逻辑互连模块，请参阅相关文档以了解详细信息。

删除逻辑互连模块

要删除逻辑互连模块，您必须从机箱组中删除逻辑互连模块组，然后在逻辑机箱上执行从组中更
新。 这会从逻辑机箱中删除逻辑互连模块。

16.2.5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组
•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图形界面”

• “关于机箱组中的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 “关于互连模块托架集”

• “关于冗余模式”

• “具有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的机箱组的有效配置”

• “关于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

• “关于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和调整其大小”

•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上行链路集”

• “关于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定义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

• “关于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标记”
一个或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与一个机箱组相关联，并用于为使用该机箱组的每个机箱定义逻辑互
连模块配置。 逻辑互连模块组配置包括 I/O 托架占用情况、上行链路集、基于上行链路集和内部
网络的可用网络以及下行链路。

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逻辑互连模块组。

• 多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必须与链接的机箱组中的互连模块链路拓扑匹配。 必须在互连模块链
路拓扑的所有机箱中正确安装所有托架。 多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必须包含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和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配置。

• 单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如串行连接 SCSI (SAS) 逻辑互连模块组）仅与它们应用到的机箱
有关。 单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可以应用于互连模块链路拓扑的各个机箱中的各个托架。

在删除逻辑互连模块组之前，必须删除机箱组或逻辑互连模块对该逻辑互连模块组的所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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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1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图形界面

图 13 逻辑互连模块组屏幕拓扑

5 “上行链路端口”：分配的上
行链路端口以及其状态信息。

3 “添加上行链路集”：单击该
图标可为逻辑互连模块组添
加其他上行链路集。

1 “编辑图标”：单击该图标可
编辑关联的对象（如上行链
路集或内部网络），以便更
改配置。

鼠标悬停在端口上时，将显
示其他端口信息。4 “上行链路集连接”：为关联

的网络和上行链路端口提供2 6“删除图标”：单击该图标可
从配置中删除关联的对象
（如上行链路集）。

“机箱托架编号”：标识机箱
的互连模块托架。图形形式的上行链路集配

置。 鼠标悬停在上行链路集
或上行链路端口上时，将突
出显示配置连接。

16.2.5.2 关于机箱组中的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可以将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与一个机箱组相关联。

为机箱组配置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优点是，在以太网网络之间进行气隙隔离并允许隔离网络通
信。

如果要在机箱组中使用多个互连模块托架集，您必须配置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关于互连模块托架集”。
逻辑互连模块组要求

• 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互连模块不能跨互连模块托架集。 因此，可以为托架 1 和 4、2 和 5 或
3 和 6 指定逻辑互连模块组。

• 每个互连模块托架集面的 HPE Synergy 只有一个 HPE Virtual Connect SE 40Gb 模块。

• 您必须选择一种冗余模式。 在设置冗余模式后，无法进行更改。
对于上行链路集：

• 仅 QSFP 端口 1-6 是符合条件的端口

• QSFP 7 和 8 是为逻辑互连模块堆叠端口连接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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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2.1 何时创建逻辑互连模块组

要利用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优势，请在发现所有 HPE Synergy 框体并置于受监视状态后创建
多个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机箱组中的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 创建逻辑互连模块组并在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包含所需的互连模块。

• 将逻辑互连模块组添加到机箱组中。

• 使用机箱组创建逻辑机箱以对 HPE Synergy 框体进行管理。

16.2.5.3 关于互连模块托架集
互连模块的编号和面基于机箱中的互连模块托架位置。 相邻的托架是根据连接到的中间卡配对
的。 下表简要说明了互连模块托架、互连模块托架集编号和面以及中间卡端口之间的关系。

中间卡端口
互连模块
托架集面

互连模块托
架集编号互连托架 M12M11M10M9M8M7M6M5M4M3M2M1

端
口
1

端口
1

端
口
1

端口
1

A11

端口
1

端
口
1

端口
1

端
口
1

A22

端口
1

端口
1

端
口
1

端口
1

A33

端
口
2

端口
2

端
口
2

端口
2

B14

端口
2

端
口
2

端口
2

端
口
2

B25

端口
2

端口
2

端
口
2

端口
2

B36

16.2.5.4 关于冗余模式
冗余用于防止在出现故障时的连接丢失。 互连模块具有复制品，因此出现故障时，可以使用备份
的互连模块。 HPE OneView 使用以下冗余模式。
高可用性 使用互连模块链路模块连接的所有机箱可以使用两个机箱的相反一面的两个互

连模块。 这种配置允许任何单个互连模块或机箱缺失，而不会影响其余机箱的
连接。

冗余 在单个机箱的两面上具有相同的互连模块类型。 这种配置允许一面缺少互连模
块，而不影响机箱连接。 如果两面都缺少互连模块，将导致机箱连接中断。

非冗余 A 面 机箱的单个 A 面托架（1、2 或 3）中的一个互连模块可以连接到在相同托架
中具有互连模块链路模块的其他机箱。 任何互连模块缺失将导致连接中断。

非冗余 B 面 机箱的单个 B 面托架（4、5 或 6）中的一个互连模块可以连接到在相同托架
中具有互连模块链路模块的其他机箱。 任何互连模块缺失将导致连接中断。

16.2.5.5 具有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的机箱组的有效配置
在创建逻辑机箱时选择互连模块之前，这些互连模块必须具有有效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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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单机箱配置

B 面模块A 面模块冗余设置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HPE VC SE 40Gb F8 模块冗余

空HPE VC SE 40Gb F8 模块非冗余 A 面

A 面和 B 面的模块必须位于相同的托架集中。

有效的多机箱配置

下表显示了有效的机箱配置。 对于双机箱配置，请忽略机箱 3-5 条目。

注意： 对于 20Gb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您可以包含最多 3 个机箱。 对于 10Gb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您可以包含最多 5 个机箱。

注意： 要在高度可用环境中使用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进行操作系统部署，Synergy
框体的每个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和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集需要使用一对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设备。

模块托架机箱冗余设置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3机箱 1高可用性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6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3机箱 2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6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3机箱 3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6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3机箱 4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6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3机箱 5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6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3机箱 1非冗余 A 面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3机箱 2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3机箱 3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3机箱 4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3机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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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托架机箱冗余设置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6机箱 1非冗余 B 面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6机箱 2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10Gb 或 20Gb）6机箱 3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6机箱 4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仅 10Gb，如果位
于机箱 1-3 中，则为 10Gb）

6机箱 5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
synergy-docs。

16.2.5.6 关于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
要简化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创建，您可以复制现有的逻辑互连模块组。

当您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时，所有设置、上行链路集和网络都会复制到新组。 新组不自动与机箱
组或逻辑互连模块关联。 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后，您可以编辑逻辑互连模块组或将其与机箱组关
联。

例如，您已有一个的逻辑互连模块组，并且您希望新组具有相同的设置，但具有不同的内部网
络。 复制现有的逻辑互连模块组，然后编辑新的逻辑互连模块组以更改内部网络。

注意： 如果您更改机箱数，则需要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并调整其大小。

更多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

16.2.5.7 关于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和调整其大小
调整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大小与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的相同点是您都要创建一个新的逻辑互连模块
组。 当调整大小时，还可以扩充或缩减新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 HPE Synergy 框体数。
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和调整其大小会在 HPE OneView 中创建新的逻辑配置。 要使用新的逻辑互
连模块组，必须将其与机箱组关联。 然后，机箱组可用于扩充逻辑机箱。

注意： 不能调整以下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大小：

• SAS 逻辑互连模块组

• HPE VC SE 16Gb FC 模块逻辑互连模块组

注意： 如果一个或多个 HPE VC SE 16Gb FC 模块已与原始的机箱组相关联，您可以扩充
逻辑机箱。 但是，当扩充逻辑机箱时，不能添加任何新的 HPE VC SE 16Gb FC 模块。

单框体调整大小

从一个框体扩充到多个框体 HPE OneView 基于原始逻辑互连模块组和框体数的冗余来更改新
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冗余。 例如，非冗余（仅 A 面）扩充到相同
的冗余。 但是，冗余框体会扩充到高度可用框体。
当扩充到两个或三个框体时，HPE OneView 以逻辑方式添加 HPE
Synergy 20Gb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 如果您更愿意使用 HPE Synergy
10 Gb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则可以编辑逻辑互连模块组，并在调整
大小后更改互连模块链路模块。

当扩充到四个或五个框体时，HPE OneView 以逻辑方式添加 HPE
Synergy 10Gb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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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框体调整大小

从两个框体扩充到三个框体 HPE OneView 以逻辑方式添加与原始逻辑互连模块组相同的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

扩充到四个或五个框体 HPE OneView 以逻辑方式添加 HPE Synergy 10Gb 互连模块链路
模块。 如果在第一个到第三个框体中使用了 20Gb 互连模块链路模
块，则 HPE OneView 自动将互连模块链路模块更改为 10Gb。 在
四到五个框体的配置中，只能使用 10Gb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

缩减到一个框体 HPE OneView 基于原始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冗余来更改新逻辑互连
模块组中的冗余。 例如，非冗余（仅 A 面）缩减到相同的冗余。
但是，高度可用框体会缩减到冗余框体。 将卸下所有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

对于高度可用或非冗余（仅 B 面）框体，如果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Virtual Connect SE 40Gb 模块与第二个框体关联，则 HPE
OneView 以逻辑方式将 40Gb 模块关联到第一个框体。

更多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复制逻辑互连模块组和调整其大小”
“具有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的机箱组的有效配置”

16.2.5.8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上行链路集
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上行链路集部分定义了机箱组中的每个逻辑互连模块的初始上行链路集配置。
如果更改现有逻辑互连模块组的上行链路集，仅在更改配置后添加的机箱采用新的上行链路集配
置。 如果更改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上行链路集，将导致关联的逻辑机箱和逻辑互连模块与逻辑互
连模块组不一致。 选择从组中更新，以使逻辑机箱和逻辑互连模块与对逻辑互连模块组所做的更
改保持一致。

必须为在多框体配置中支持到 Image Streamer 的连接的上行链路集分配 Image Streamer 类
型以正确配置关联的端口。 必须为单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中的上行链路集分配“以太网类
型”和一个上行链路端口。

16.2.5.9 关于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定义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
在多框体配置中支持到 Image Streamer 的连接时，可以指定 4 个上行链路端口。 在具有 Image
Streamer 设备的相同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中的链路模块的两个 MGMT 端口必须连接到不
同互连模块上的上行链路端口。

在具有两个机箱的配置中，交叉连接 4 个 MGMT 和 4 个上行链路端口以获得高可用性，如下表
中所述。

上行链路端口互连模块MGMT 端口机箱

1A1A

1B2A

2A1B

2B2B

必须为单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中的上行链路集分配“以太网”类型和一个上行链路端口。
在为 Image Streamer 创建具有上行链路集的逻辑互连模块组时，“冗余”模式由配置类型确定：
• 多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需要冗余

• 单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需要非冗余（仅 A 面）
如果逻辑互连模块组与配置了操作系统部署的机箱组相关联，则无法从该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删除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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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关于上行链路集”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联机帮助

16.2.5.10 关于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标记
设备按固定间隔使用以太网帧形式发送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信息。 每个帧包含一个 LLDP 数
据单元 (LLDPDU)。 每个 LLDPDU 是一系列类型长度值 (TLV) 结构。

未标记的 LLDP 帧

默认情况下，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使用未标记的 LLDP 帧发布其身份并了解其链路伙伴。
LLDP 将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的管理 IP 地址发布到上行链路、下行链路和堆叠链路端口。
LLDP 帧还在逻辑互连模块中标识堆叠链路。
仅在 LLDP 管理地址 TLV 中使用逻辑互连模块的最低编号托架中的互连模块 IPv4 地址。 确保以
静态方式或使用 DHCP 为互连模块分配了 IPv4 地址。

标记的 LLDP 帧

也可以使用 LLDP 与虚拟机管理程序中的虚拟交换机进行通信（通过在下行链路端口上使用标记
的 LLDP 帧）。 标记的帧包含标识配置的 FlexNIC 的子端口的 VLAN ID。 该信息用于建立网络
拓扑。

可以通过 HPE OneView UI 或 REST API 启用或禁用 LLDP 标记。

更多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互联模块设置”
联机帮助或 REST API 脚本帮助中的“启用或禁用 LLDP 标记”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组”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

16.2.6 关于与逻辑互连模块关联的固件
逻辑机箱中的所有组件必须运行相同的固件版本，或者运行相互兼容的固件版本。 您可以选择单
个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SPP) 并将其应用于机箱中的所有组件，从而最大限度降低由于固
件不兼容而发生停机的可能性。 也可以将 SPP 应用于逻辑互连模块，从而导致所有关联的互连
模块具有相同的固件基准。 默认情况下，该操作仅更新运行不同固件版本的成员互连模块上的固
件，而忽略运行相同固件版本的互连模块。

如果添加机箱并选择一个 SPP 以作为固件基准，将自动更新与逻辑互连模块关联的固件版本。
只要尚未在新机箱中定义或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就不会发生网络或通信中断。

不过，如果在添加机箱期间选择了 manage manually，则互连模块的基准为 Not set。 如果
后续固件更新仅应用于机箱，则基准在 HPE OneView 中仍显示为 Not set。 可以在以下情况
下为逻辑互连模块固件更新设置基准：使用“机箱”屏幕添加机箱时，或者从“逻辑机箱”屏幕中更
新固件并选择 Enclosure + logical interconnect + server profiles 时。 如果从
未设置逻辑互连模块基准，必须手动管理机箱的固件。

16.2.6.1 关于更新逻辑互连模块的固件
通过固件激活选项可保持网络可用性，并减少由人为错误导致的中断几率。 也可以选择暂存固件
以稍后激活。 您可以在单个互连模块或所有互连模块上激活暂存的固件。

16.2 管理逻辑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165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在根据逻辑互连模块更新固件时，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说明选项

将选定的固件暂存（上载）到互连模块上的辅助闪存中，然后激活该固件以作为基准。 在
完成该操作后，所有成员互连模块将运行相同的固件基准并彼此兼容。

该选项和并行激活在激活完成之前影响到服务器的连接，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新固件。

更新固件（暂存 + 激
活）

将所选固件暂存（上载）到互连模块上的辅助闪存，但不激活该固件。 您可以稍后激活该
固件。

通过此选项，可手动确定固件激活的顺序，并且为使服务中断时间降至最短，这是首选方
法。

暂存固件以稍后激活

激活选定的暂存固件。激活固件

在根据逻辑互连模块更新固件时，如果一个或多个互连模块已运行目标固件版本，则 HPE OneView
将这些互连模块从固件更新中排除。

16.2.7 关于环路防护
环路防护功能可以检测物理下行链路端口上的环路。

HPE OneView 网络环路防护使用以下两种方法检测环路：
1. 互连模块在下行链路中监视从上游设备中传输的特殊数据包。

2. 互连模块检查并截取在其他交换机（如 Cisco 和 ProCurve）中使用的常见环路检测帧以防
止在上游交换机上进行环路防护，将在该交换机上使用在外部生成的帧检测环路情况。

如果在“逻辑互连模块”屏幕上启用了网络环路防护，并且在下行链路端口上收到环路检测帧，将
立即禁用服务器。 在下行链路端口上不再收到环路检测帧时，互连模块将自动重新启用该端口。

16.2.8 关于 SNMP 设置
网络管理系统使用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监视网络连接的设备，看是否出现需要引起管理
员注意的情况。 通过在“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模块”屏幕上配置设置，可允许第三方
SNMP 管理器监视（仅读取）互连模块的网络状态信息。
SNMP 管理器通常管理大量的设备，而每个设备可能包含大量的对象。 管理器从每个设备上的
每个对象中轮询信息是不切实际的。 相反，管理的设备上的每个 SNMP 代理发送消息（称为事
件陷阱）以通知管理器，而无需提出请求。

通过使用 HPE OneView，您可以控制 SNMP 管理器从互连模块中读取值的功能。 您可以指定将
陷阱转发到的 SNMP 管理器。 默认情况下，将启用 SNMP 而不设置陷阱目标。
在创建逻辑互连模块时，它从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继承 SNMP 设置。 要在逻辑互连模块级别自定
义 SNMP 设置，请使用“逻辑互连模块”屏幕或 REST API。

16.2.9 关于网络通信的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 (QoS) 是网络必须满足的一组服务要求，以便确保提供足够的服务级别以进行数据传
输。 QoS 的目的是为网络通信提供有保证的传输系统。
通过使用 QoS 功能，管理员可以为通信队列配置不同优先级的网络通信，划分输入通信类别并
设置优先级，以及调整输出通信上的优先级设置。 管理员可以使用这些设置来确保重要通信接收
到最高优先级处理，而不太重要的通信在较低的优先级处理。 划分网络通信类别，然后进行分
类。 在分类后，将为通信指定优先级并计划传输。
对于端到端 QoS，必须为沿途的所有跃点配置类似的 QoS 策略以进行分类和通信管理。 由于端
到端 QoS 策略中的以下两种要求，将指定通信优先级。
• 在互连模块中，数据包是根据关联的队列带宽输出的。 带宽越多，队列中的关联通信的优先
级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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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 dot1p 可以帮助在网络中的下一跃点处获得优先级。 如果将队列输出通信标记为 dot1p
值，并且 dot1p 值映射到下一跃点中具有较高带宽的队列，则优先处理端到端网络中的这些
数据包。

QoS 配置是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定义的并应用于逻辑互连模块。 互连模块将收集 QoS 统计信
息。

在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上，QoS 配置选项仅适用于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逻辑互连模
块组类型。

逻辑互连模块与 QoS 配置的一致性状态
UI 仅显示在互连模块上应用的当前活动 QoS 配置。 此外，还会为“自定义（包含 FCoE）”和“自
定义（不含 FCoE）”配置类型存储两个非活动 QoS 配置。 这些是以前在关联逻辑互连模块和逻
辑互连模块组上应用的具有相应配置类型的上次已知 QoS 配置。
在检查逻辑互连模块与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之间的一致性时，还会检查非活动 QoS 配置的一
致性（在 UI 中看不到非活动 QoS 配置）。 即使逻辑互连模块和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的活动
QoS 配置完全相同，由于在内部存储的非活动 QoS 配置不一致，可能会将逻辑互连模块的一致
性状态显示为“不一致”。 请执行从组中更新以将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模块保持一致的状
态。

16.2.10 添加上行链路集
每个上行链路集必须在逻辑互连模块或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具有唯一的名称，并且包含至少一个网
络。 有关上行链路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逻辑互连模块”。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网络管理员

添加上行链路集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然后选择要编辑的逻辑互连模块。
2. 选择“操作”→“编辑”。
3. 单击“添加上行链路集”按钮。
4. 输入在屏幕上请求的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的“逻辑互连模块”屏幕详细信息
中的“添加或编辑上行链路集”。

5. 单击“添加网络”，然后选择要分配给上行链路集的网络。
6. 单击“添加”，或单击“添加 +” 以添加其他网络。
7. 单击“添加上行链路端口”，然后选择上行链路端口。
8. 单击“添加”，或单击“添加 +” 以添加其他端口。
9. 确认您所输入的信息正确无误，然后单击“创建”。
10. 单击“确定”。
11. 验证是否已在详细信息窗格中创建了上行链路集。

16.2.11 更新机箱中的逻辑互连模块的固件
要更新逻辑互连模块固件，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更新固件（暂存 + 激活）

• 暂存固件以稍后激活

• 激活固件

注意： 在逻辑互连模块固件更新正在进行时，不会从该逻辑互连模块的逻辑机箱中启动固件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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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1.1 暂存并激活固件以从逻辑互连模块中更新
要上载固件并暂存以进行激活，请执行以下步骤。 要激活已暂存的固件，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
“激活逻辑互连模块固件”。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对于 HPE Synergy 12Gb SAS 连接模块）或基
础设施管理员

• 至少一个添加了两个互连模块的机箱以及至少一个逻辑互连模块

• 至少将一个或多个支持的 SPP 上载到设备
暂存并激活固件以从逻辑互连模块中更新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
2. 从主窗格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操作”→“更新固件”。
• 从“固件”面板中选择“更新固件”。

3. 从“更新操作”中，选择“更新固件（暂存 + 激活）”。
4. 从“固件基准”中，选择要安装的固件软件包。
5. 可选：选择“强制安装”以更新所有成员互连模块和驱动器机箱上的固件，而无论成员是否已
具有更新的固件。

如果要安装的固件版本低于 SPP 中包含的版本，您必须选择“强制安装”选项以降级固件。
如果已知较新的固件导致您的环境中出现问题，您可能希望安装较旧版本的固件。

6. 为要在其中激活固件的互连模块选择固件激活方法和延迟。

7. 单击“确定”。
8. 在“逻辑互连模块”页的“固件”视图下，验证与逻辑互连模块及其关联的互连模块关联的固件
版本。

注意： 如果固件已具有选定的固件基准，则不会更新固件，并在“活动”屏幕中显示一条消
息以指出无需进行更新。

16.2.11.2 暂存并稍后激活固件以从逻辑互连模块中更新
要上载固件并暂存以稍后进行激活，请执行以下步骤。 要激活已暂存的固件，请参阅联机帮助中
的“激活逻辑互连模块固件”。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对于 HPE Synergy 12Gb SAS 连接模块）或基
础设施管理员

• 至少一个添加了两个互连模块的机箱以及至少一个逻辑互连模块

• 至少将一个或多个支持的 SPP 上载到设备
暂存并稍后激活固件以从逻辑互连模块中更新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
2. 从主窗格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操作”→“更新固件”。
• 从“固件”窗格中选择“更新固件”。

3. 从“更新操作”中，选择“暂存固件以便以后激活”。
4. 从“固件基准”中，选择要安装的固件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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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选择“强制安装”以更新所有成员互连模块和驱动器机箱上的固件，无论成员是否已具
有更新的固件。

如果要安装的固件版本低于 SPP 中包含的版本，您必须选择“强制安装”。 如果已知较新的
固件导致您的环境中出现问题，您可能希望安装较旧版本的固件。

6. 单击“确定”。
7. 在“逻辑互连模块”页的“固件”视图下，验证与逻辑互连模块及其关联的互连模块关联的固件
版本。

注意： 如果固件已具有选定的固件基准，则不会更新固件，并在“活动”屏幕中显示一条消
息以指出无需进行更新。

16.2.11.3 激活固件以从逻辑互连模块中更新
在暂存以稍后激活期间，固件将写入（上载）到互连模块的备用闪存中，但不会将其激活。 您需
要激活暂存的固件，以使其成为新的固件基准。 如果无法在一个或多个互连模块上自动暂存固
件，将自动结束固件更新操作。

将在“逻辑互连模块”屏幕上为每个互连模块显示当前固件基准以及安装或暂存的固件版本。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对于 HPE Synergy 12Gb SAS 连接模块）或基
础设施管理员

• 至少一个添加了两个互连模块的机箱以及至少一个逻辑互连模块

• 以前暂存的固件

激活固件以从逻辑互连模块中更新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然后选择逻辑互连模块以管理其固件。
2. 选择“操作”→“更新固件”。
3. 对于“更新操作”，请选择“激活固件”。

注意： 这会中断经由模块的通信，直到激活完成。

4. 为要在其中激活固件的互连模块选择固件激活方法和延迟。

5. 单击“确定”。
6. 检查活动屏幕以确定固件更新操作是否已完成。

7. 要验证固件激活后是否已安装固件版本，请选择“固件”视图并比较已安装和基准的版本号。

16.2.12 通过逻辑互连模块组更新逻辑互连模块配置
一致性检查是指验证逻辑互连模块，以确保它与父逻辑互连模块组配置相匹配。 设备监视逻辑互
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组，以比较两者并检查以下内容是否一致：

一致性检查内容

以下逻辑互连模块设置是否与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预期配置之间存在差异？

• 启用 IGMP 侦测

• IGMP 空闲超时间隔

• 环路防护

以太网互连模块设置

端口分配或网络关联是否与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配置之间存在差异？ 是否添加
了上行链路集？

上行链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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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检查内容

服务器到服务器通信的网络分配是否与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配置之间存在差异？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是否与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网络不同？

注意：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是连接到具有上行链路集的互连模块的网络之一。 可
能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包含其他网络，例如，管理网络。

内部网络

是否编辑了逻辑互连模块组？互连模块映射

是否编辑了网络服务要求？服务质量 (QoS) 设置

如果两个配置相匹配，则会将逻辑互连模块“一致性状态”字段设置为一致，并将其视为兼容。
如果不一致，将导致发送逻辑互连模块警报，并将“一致性状态”字段设置为与组不一致。
通过逻辑互连模块组更新逻辑互连模块配置

要将不一致的逻辑互连模块配置（与组不一致）恢复为与逻辑互连模块组一致的配置（一致），
您必须从逻辑互连模块组中重新应用这些设置。

注意： 也可以在逻辑机箱中选择“从组中更新”，因为不一致的逻辑互连模块将导致不一致的逻
辑机箱。

1. 从“逻辑互连模块”屏幕中，选择“操作”→“从组中更新”。

注意： 如果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模块已兼容（“一致性状态”字段设置为一致），则
“从组中更新”选项不可用。

将自动清除一致性警报，并且设置现在与逻辑互连模块组相匹配。

注意： 无法始终通过编辑或手动清除警报以使逻辑互连模块兼容；通常，您必须选择“操
作”→“从组中更新”。
清除警报将影响逻辑互连模块资源的运行状态（运行状况等于未清除的最严重警报的状态）。
如果希望逻辑互连模块不一致，但希望控制板报告正常运行（绿色）状态，这是一种有效的
使用案例。

2. 选中确认框以确认您了解产生的所有影响。

3. 单击“是，更新”以进行确认。
4. 要验证活动是否成功，请检查“通知区域”区域中的活动是否具有绿色状态。
如果活动失败，请按照建议的解决方法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16.2.13 创建逻辑互连模块组
根据逻辑机箱中的预期互连模块创建逻辑互连模块组。

如果要使用现有的逻辑互连模块组作为模板，请复制相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
逻辑互连模块组。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对于 HPE Synergy 12Gb SAS 连接模块）或基
础设施管理员

创建逻辑互连模块组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组”，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操作”→“创建”。
• 单击 “+ 创建逻辑互连模块组”。

2. 输入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名称。

3. 选择“互连模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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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在屏幕上请求的任何数据，然后单击“选择互连模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逻
辑互连模块组”屏幕详细信息。

5. 从机箱的可用互连模块列表中进行选择。

6. 如果选择 HPE Synergy 12Gb SAS 连接模块互连模块类型，请跳到步骤 15。
7. 在图形视图中，单击内部网络区域的 “编辑”图标。
8. 单击“添加网络”以从可用的网络中进行选择。
9. 在添加完内部网络后，单击“确定”。
10. 单击“添加上行链路集”。
11. 在屏幕上输入为要创建的每个上行链路集请求的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上行链
路集”。

12. 单击“创建”以完成，或单击“创建 +”以创建额外的上行链路集。
13. 可选：向下滚动，并根据需要对互连模块设置进行更改。
从互连模块组中创建的任何逻辑互连模块将继承这些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中的“互连模块设置”屏幕详细信息。

14. 可选：对 SNMP 设置进行任何更改。
从互连模块组中创建的任何逻辑互连模块将继承这些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中的“SNMP”屏幕详细信息。

15. 可选：对服务质量 (QoS) 设置进行任何更改。
16. 单击“创建”以完成，或单击“创建 +” 以创建其他逻辑互连模块组。
17. 要验证已创建逻辑互连组，找到详细信息窗格中的组。
18. 可选：选择要编辑的逻辑互连模块组，然后选择“操作”→“编辑”以对利用率采样设置进行更
改（如有必要）。

注意： 如果选择 HPE Synergy 12Gb SAS 连接模块互连模块类型，则该选项不可用。

“互连模块”屏幕上显示的利用率图表使用这些设置收集数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利用
率采样”屏幕详细信息。

19. 单击“确定” 以应用任何更改。
20. 要验证所做的更改，请在“常规”视图中查找这些更改。

更多信息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组”
“关于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定义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

16.2.14 了解更多
• “逻辑互连模块组”

• “逻辑互连模块”

• “上行链路集”

• “逻辑互连模块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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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管理机箱、机箱组和逻辑机箱
机箱集成了支持模块化服务器硬件、互连模块和存储组件所需的电源、散热和 I/O 基础设施。
机箱组为所有成员机箱指定了一种标准配置。 通过使用机箱组，管理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按一
致且可预测的方式配置多个机箱。

逻辑机箱表示一组物理机箱的逻辑视图，并将机箱组作为模板。 如果逻辑机箱中的预期配置与机
箱上的实际配置不匹配，逻辑机箱将变得不一致。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enclosures机箱

enclosure-groups机箱组

logical-enclsoures逻辑机箱

17.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17.2 管理机箱
17.2.1 机箱任务

HPE OneView 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 HPE Synergy 框体

• 添加远程机箱（框体）

• 将服务器硬件和其他组件添加到管理的机箱中。

• 收集机箱的远程支持数据。

• 编辑机箱。

• 打开设备电源

• 重新应用机箱配置。

• 刷新机箱以将其与 HPE OneView 重新同步。

• 从 HPE OneView 中删除监视（不受管理）的 HPE Synergy

• 从 HPE OneView 中删除配置（受管理）的 HPE Synergy 框体

• 从现有机箱中删除服务器和其他组件。

• 重置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 将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 打开或关闭 HPE Synergy 框体或其设备中的 UID 指示灯。

• 查看活动（警报和任务）。

17.2.2 关于机箱或 Synergy 框体
机箱或 Synergy 框体是一种物理结构，它具有支持计算、网络和存储构建基块的设备托架。 这
些构建基块共用机箱的通用电源、散热和管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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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箱的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关于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

• “关于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 “关于 HPE Synergy 管理设备（可组合设备）”

• “关于 HPE Synergy Composer”

• “关于互连模块链路拓扑”

• “关于框体链路拓扑”

• “关于添加远程机箱（远程框体链路拓扑）”

17.2.2.1 关于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
单个 HPE Synergy 框体是一个包含以下设备的机箱：
• 一个或两个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 一个或两个 HPE Synergy Composer。 Composer 托管 HPE OneView。

• 其他组件，例如，服务器、互连模块，电源和风扇。

• （可选）其他 HPE Synergy 设备，例如，Synergy Image Streame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文档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Synergy 框体连接在一起，并由这些 Synergy 框体中的活动 Composer 进行
管理。 请参阅《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以了解支持的框体数。 有关硬件设置和布线
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
synergy-docs。

更多信息

“关于自动发现 Synergy 框体”
“关于配置 Synergy 框体”
“关于互连模块链路拓扑”
“关于框体链路拓扑”
“关于 EFuse”

17.2.2.1.1 关于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HPE OneView 使用框体链路模块发现和管理 Synergy 框体。 框体链路模块管理：
• 电源和散热

• 管理网络

• 清单和配置检查

• 用于设置、诊断和控制台的系统显示器端口和 USB 端口
框体链路模块还是在数据中心连接在一起的 Synergy 框体的硬件设置和物理管理访问点。 可以
使用 Synergy 框体前面板上的显示器端口连接到显示器、键盘和鼠标以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Web 浏览器执行 HPE OneView 初始配置和启用远程管理

• 执行一些任务，例如，更改密码或恢复备份

单个 Synergy 框体或机箱具有一个或两个框体链路模块。 要实现冗余或将多个 Synergy 框体链
接在一起，每个框体必须具有两个框体链路模块。 这些链路模块自动协商，以便一个框体链路模
块处于“活动”状态，另一个框体链路模块处于“备用”状态。 在故障转移期间，将自动保持 Synergy
框体管理。 要手动更改处于活动状态的框体链路模块，请参阅 REST API 脚本帮助中的“将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设置为活动状态”。 如果两个框体链路模块都发生故障，请参阅“来自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的通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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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从“机箱”屏幕的“链路模块”视图中查看有关“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的屏幕详细信
息。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位于框体的后面板中。 有关硬件的详细信息，另请参阅 www.hpe.com/
info/synergy-docs。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端口

MGMT - 框体链路模块上标有 MGMT 的端口用于提供到管理 LAN 或操作系统部署软件的网络连
接。 对于每个包含 Composer 的框体，请将位于与 Composer 相同的框体和托架中的框体链路
模块上的 MGMT 端口连接到管理 LAN。 例如，如果 Composer 位于设备托架 1 中，请将框体链
路模块托架 1 的 MGMT 端口连接到管理 LAN。 将其他框体链路模块（不包含 Composer）上的
MGMT 端口连接到管理 LAN 是可选的，可以执行该操作以提供冗余。
对于每个包含 Image Streamer 的框体，将框体链路模块上的 MGMT 端口连接到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

LINK - 框体链路模块上标有 LINK 的端口用于提供到一组连接在一起的 Synergy 框体的连接。
可以将多个 Synergy 框体连接在一起，以使用一个 HPE OneView 实例管理连接的框体的所有资
源。 要连接这些框体，请将电缆从一个框体链路模块中的 LINK 端口连接到另一个框体链路模块
中的 LINK 端口。 组中的最后一个框体必须将其框体链路模块连接到第一个框体的框体链路模块
以组成一个管理环。 在连接电缆时，将自动发现每个新的 Synergy 框体。
有关布线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对于单个 Synergy 框体，必须将两个 LINK 端口连接在一起。

图 14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端口

5 LINK 端口 — 用于链接到其
他框体链路模块的接口

3 UID 按钮 — 该按钮打开框
体链路模块 UID 指示灯以指
示位置

1 MGMT 端口 — 用于到管理
LAN 的网络连接的接口

2 6运行状况 LED 指示灯 — 该
指示灯指示框体链路模块的
状态

监视端口 — 用于连接显示器
的接口4 USB 端口 — 用于连接键盘

或鼠标以用于 Synergy 控制
台的接口绿色常亮 —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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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色闪烁 — 警告
红色闪烁 — 严重

17.2.2.1.2 关于 HPE Synergy 管理设备（可组合设备）

Synergy 框体具有两个设备托架，它们可以托管不同类型的设备。 Synergy Composer 是托管
HPE OneView 的管理设备。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是一个管理设备，它托管用于部署和自定
义操作系统以供 Synergy 服务器使用的软件。
您可以在“机箱”屏幕上的“可组合基础设施设备”面板中查看有关管理设备的详细信息。

图 15 HPE Synergy 管理设备

5 重置按钮 — 用于通过回形针
或类似物品重置设备的凹式
按钮

3 活动 LED 指示灯 — 绿色闪
烁指示正在恢复设备映像

1 UID LED 指示灯 — 用于打
开和关闭 UID 指示灯的按钮

4 电源 LED 指示灯 — 该指示
灯指示设备的电源状态

蓝色常亮 — 定位器
按下再松开 — 重新引导设备蓝色闪烁 — 设备固件更新

或管理控制台活动，不要关
闭电源或卸下

熄灭 — 未通电 按住 — 恢复设备映像
琥珀色闪烁 — 已关闭设备
电源并且正在初始化 iLO

6 USB 端口 — 用于支持转储或
恢复设备映像的端口2 运行状况 LED 指示灯 — 该

指示灯指示该设备的状态 绿色常亮 — 已打开电源

绿色常亮 — 正常
琥珀色闪烁 — 警告
红色闪烁 — 有故障

设备位于框体的前面板中。 有关详细信息，另请参阅《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
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176 管理机箱、机箱组和逻辑机箱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更多信息

“关于 HPE Synergy Composer”
“关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联机帮助中的“打开设备电源”
联机帮助中的“从 UI 中关闭设备”

17.2.2.1.3 关于 HPE Synergy Composer

Composer 是一个运行 HPE OneView 并管理连接在一起的 Synergy 框体组的设备。 在硬件设置
期间，您可以将 Synergy 显示器端口连接到要配置的 Composer 所在的相同托架编号中的框体
链路模块以选择初始活动 Composer。 将自动选择第二个 Composer 以创建高可用性 (HA) 群
集，以便管理具有备用角色的 Synergy 框体。 如果活动 Composer 发生故障，备用 Composer
将自动变为活动 Composer。

17.2.2.1.4 关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是一个可组合基础设施设备，它托管用于部署和自定义操作系统以供
Synergy 服务器使用的软件。 在将 Image Streamer 设备插入到 Synergy 框体并连接到网络后，
HPE OneView 自动发现该设备是否存在。 添加部署服务器配置 Image Streamer 设备以支持部
署。

Image Streamer 在 Synergy 服务器外部托管操作系统引导磁盘。 通过使用这种无状态的服务器
布局，您可以更换物理服务器而无需重新部署操作系统，因为 Image Streamer 设备充当操作系
统卷存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在高度可用的三框体链路拓扑中配置 Image Streamer。 不过，
可以在某些用途中使用单框体配置。

17.2.2.1.4.1 关于在单框体配置中使用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可以配置单个 HPE Synergy 框体用以开发和测试 Image Streamer 部署计划和构件文件。 作为
一种概念证明，该配置可以说明完整的管理和部署功能。

单框体配置必须使用外部部署网络和一个上行链路端口。

重要信息： 单框体配置不具有高可用性。 因为需要两个设备，所以当只有一个 Image Streamer
设备时，HPE OneView 将会发出警报。
要将单框体配置更改为高度可用的配置，必须从 HPE OneView 中删除单框体配置（逻辑机箱已
删除）并重新创建该配置。 必须重新配置物理框体。 Image Streamer 设备上存储的构件文件可
以打包在一起，导出到新的高度可用的配置。

更多信息

“关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部署服务器”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文档

17.2.2.1.5 关于自动发现 Synergy 框体

在连接 Synergy 框体、打开电源并启动硬件设置后，HPE OneView 自动发现该框体及其组件，
并将该框体置于“受监视”状态。
通过使用“机箱”屏幕，您可以查看 Synergy 框体、框体链路模块、Composer 和其他 HPE Synergy
设备、服务器、风扇、互连模块和电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机箱”屏幕详细信
息。

通过监视机箱或 Synergy 框体，您可以分析电源状态、散热条件和运行状况。 要充分利用或管
理 Synergy 框体，必须对 Synergy 框体进行配置。

更多信息

“关于配置 Synergy 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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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1.6 关于配置 Synergy 框体

在确认已正确安装 Synergy 框体后，配置 Synergy 框体以使 HPE OneView 可以对其进行管理。
通过管理 Synergy 框体，您可以应用配置，部署服务器配置文件，监视运行状态，收集统计信息
以及向用户提醒特定的情况。 要配置框体，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创建逻辑机箱”。

17.2.2.1.7 关于互连模块链路拓扑

互连模块链路拓扑是在 Synergy 系统的主要/附属结构中实际连接的互连模块。 拓扑连接因安装
的硬件（互连模块）而异。

在 HPE OneView 中，互连模块链路拓扑包含两个或更多 Synergy 框体，其中，一个 Synergy 框
体中的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通过互连模块链路电缆连接到另一个 Synergy 框体中的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 这样，一个 Synergy 框体中的服务器就可以访问另一个 Synergy
框体中的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以便与列末式交换机之间发送和接收数据。 目前，允许使
用的拓扑最多包含 5 个 Synergy 框体，并采用高可用性非冗余 A 面或非冗余 B 面配置。 不允许
在相同的托架集中混用 Synergy 10/40Gb 直通模块和任何其他互连模块。 要了解支持的配置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机箱组中的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要扩充互连模块链路拓扑而不中断现
有的环境，请参阅“关于扩充逻辑机箱”。

17.2.2.1.8 关于框体链路拓扑

框体链路拓扑是一系列以物理方式连接的 Synergy 框体，这是通过每个框体中的框体链路模块的
LINK 端口连接的。 有关框体链路拓扑中支持的框体数，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您可以配置主框体链路拓扑和远程框体链路拓扑。

主框体链路拓扑 主框体链路拓扑至少包含一个 Synergy Composer（两个用于高可用性）。
主框体链路拓扑使用框体链路模块上的 MGMT 端口连接到管理 LAN。

远程框体链路拓扑 远程框体链路拓扑不包括 Synergy Composer。 通过使用管理 LAN 连接，
主框体链路拓扑中的 Synergy Composer 可以对远程框体链路拓扑进行管
理。 可以使用“添加远程机箱”选项对远程框体链路拓扑进行管理。 远程框
体链路拓扑必须与主框体链路拓扑位于同一子网中。

更多信息

“关于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17.2.2.1.9 关于 EFuse

如果必须完全切断设备电源，可以通过 EFuse 重置状况，而无需实际卸下并重新插入设备。 可
以使用用于 EFuse 的 HPE OneView REST API 切断并恢复设备托架电源。
可以使用 EFuse 解决设备出现的任何固件相关初始化问题。 在极少数情况下，问题与设备托架
中的接口相关，可能需要从托架中实际卸下设备并重新插入以将设备恢复正常工作。

注意： 执行 EFuse 将影响设备、在设备上执行的任何工作负载以及设备的任何管理处理器正
常工作。 将从 HPE OneView 设备中删除设备，然后 HPE OneView 重新发现该设备。 该过程
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有关如何执行 EFuse 操作的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对 /rest/enclosures 执行 PATCH 操作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文档。

17.2.2.1.10 关于添加远程机箱（远程框体链路拓扑）

通过“添加远程机箱”选项，可以让 HPE OneView 对远程框体链路拓扑进行管理。
可以使用“添加远程机箱”选项对 LINK 布线未直接连接到主框体链路拓扑的机箱进行管理。 这
样，HPE OneView 便可以管理数据中心中广泛分布在机架和行间的机箱。

更多信息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添加远程机箱（远程框体链路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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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检查清单：将服务器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需要使用以下配置元素将服务器连接到数据中心网络。 服务器必须在与机箱中的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位置对应的插槽中具有网络中间卡。

需要原因配置要求

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了用于机箱中的互连模块的标准配置。 确定是要为
机箱定义单个还是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请参阅“关于机箱组中的多个逻
辑互连模块组”。

必须定义逻辑互连模块组

上行链路集确定允许哪些数据中心网络通过哪些物理上行链路端口发送
通信。 它定义了可从该逻辑互连模块中访问的网络，以及哪些上行链路
端口可以接受来自哪些网络的通信。

必须将至少一个上行链路集添加到逻辑互
连模块组中，其中具有至少一个网络和一
个上行链路端口

机箱组为所有成员机箱指定了一种标准配置，并指定了其成员逻辑互连
模块组。 机箱组通过逻辑互连模块组在物理机箱中定义逻辑互连模块配
置。

必须定义一个机箱组并与一个或多个逻辑
互连模块组相关联

逻辑机箱指定机箱的机箱组以及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和逻辑互连模块。机箱必须属于一个逻辑机箱

服务器硬件提供了到逻辑互连模块包含的至少一个互连模块的物理连接。必须为服务器硬件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您不需要了解硬件配置，但需要选择一个可用的网络或网络集以指定服
务器使用的网络。

服务器配置文件必须至少具有一个连接，
它必须指定一个网络或网络集

17.2.4 添加 Synergy 框体（机箱）
在硬件设置期间，将自动添加一个 Synergy 框体。 如果该 Synergy 框体连接到一组链接的 Synergy
框体，将在硬件设置期间发现该组中的每个 Synergy 框体。
在将电缆从已发现的框体的框体链路模块上的 LINK 端口连接到另一个具有出厂设置的框体的框
体链路模块上的 LINK 端口时，将自动发现在初始硬件设置后添加的其他 Synergy 框体。 请参阅
“关于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17.2.5 将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框体链路模块出厂重置将清除所有配置设置和其他数据以恢复为出厂设置。 可以在以下情况下执
行该过程：HPE OneView 解决方法消息要求这样做，将设备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或者将框体
移动到一组不同的管理机箱。

小心： 在使用服务器硬件和互连模块时，不要执行该过程。 重置某个框体链路模块将影响工作
负载并造成严重中断，直到 HPE OneView 重新声明并重新配置该框体。

在将 HPE Synergy Composer 重置或重新映像为出厂设置时，您还必须将该 HPE Synergy
Composer 管理的所有框体链路模块重置为出厂设置。 不过，如果要在重置或重新映像后通过备
份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设置，并且该备份包含框体组件的管理配置，则不需要重置所
有框体链路模块。

将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1. 找到前面板上的针孔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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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棉签或回形针按下针孔重置按钮超过 10 秒。

注意： 短暂按下该按钮将导致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重新引导并重置，但不会执行
出厂重置。

UID LED 在按下按钮时亮起，并在 10 秒后开始闪烁

3. 松开该按钮。

将开始执行重置操作。

4. 等待成功完成出厂重置。

使用 HPE Synergy 控制台确定出厂重置已成功完成。 选择 HPE Synergy 控制台上的 。
有关 Synergy 控制台的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
HPE OneView 在出厂重置操作后对框体进行管理。

5. 执行相应的步骤：

• 如果执行框体链路模块出厂重置而不重置 HPE Synergy Composer，在检测到机箱存
在时，HPE OneView 将恢复对其进行管理。
在管理多个机箱时，如果在单个机箱上执行出厂重置，将自动恢复对该机箱进行管理。

如果对单个机箱进行管理，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导航到“机箱”页。
b. 选择“操作”→“刷新”。

• 如果执行该出厂重置以及 HPE Synergy Composer 出厂重置，则通过备份文件进行恢
复，或者重新运行“硬件设置”以恢复对框体进行管理。
要恢复设备，您需要使用维护控制台中提供的 IPv6 链路本地地址访问 HPE OneView。
如果无法使用 IPv6 链路本地地址，则必须设置硬件以启用联网功能。
在完成恢复操作后，您需要再次执行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出厂重置。

更多信息

“将 Synergy Composer 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Synergy Composer”
“关于维护控制台”
第 7 章“快速入门：初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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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管理机箱组
17.3.1 机箱组任务

HPE OneView 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创建机箱组

• 编辑机箱组

• 删除机箱组

17.3.2 关于机箱组
机箱组是一种模板，它为逻辑机箱定义了一致的配置。 机箱组的网络连接是由与机箱组关联的逻
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 机箱组最多可以包含 5 个机箱。

17.3.2.1 机箱组和逻辑互连模块组

• 分配给机箱组中的托架的逻辑互连模块组必须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安装该托架。

• 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所有安装的托架必须分配给机箱组。 例如，必须将安装了托架 1 和 2
的逻辑互连模块组分配给机箱组的托架 1 和 2 才能创建机箱组。

• 机箱组可以包含高度可用、冗余、仅 A 面或 A 面和 B 面的逻辑互连模块组。 请参阅“关于互
连模块托架集”。

• 多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必须在互连模块链路拓扑的所有机箱中安装正确的托架。 请参阅关于
机箱组中的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

• 可以将单机箱逻辑互连模块组（如串行连接 SCSI (SAS) 逻辑互连模块组）应用于互连模块
链路拓扑的各个机箱中的各个托架。

17.3.2.2 关于配置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
要允许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将操作系统部署到服务器中，您必须在机箱组中指定部
署网络类型和部署网络。

通过使用该操作系统部署网络，将在 Synergy Image Streamer 部署的服务器和卷之间传输 iSCSI
通信。

对于配对的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设备，设备之间的 RAID 数据通信是通过相同的部署网络
传输的。 设备和服务器均位于在部署网络中定义的相同子网上。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必须是标记的以太网网络。 在创建逻辑机箱时，操作系统部署网络必须与具有
足够的可用 IP 地址的子网相关联。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类型

内部 将 Synergy Image Streamer 设备直接连接到 Virtual Connect 互连模块。 网络传输设备之
间的冗余存储数据通信以支持高可用性 (HA)。 请参阅图 16 “内部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
统部署网络配置”。
必须将一个内部操作系统部署网络分配给与该机箱组关联的某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 Image
Streamer 上行链路集。
建议使用内部操作系统部署网络。

外部 外部网络表示单框体配置。 请参阅图 17 “外部 Image Streamer 单框体配置（概念证明）”。
必须将一个外部操作系统部署网络分配给与该机箱组关联的某个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以太
网上行链路集。

无 禁用操作系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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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内部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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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外部 Image Streamer 单框体配置（概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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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关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关于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添加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
“关于在单框体配置中使用 Synergy Image Streamer”

17.3.2.2.1 操作系统部署设置更改和影响

可以更改机箱组中的操作系统部署设置。 但是，一旦从该机箱组中创建逻辑机箱，您就无法更改
逻辑机箱中的操作系统部署设置。 机箱组中的任何操作系统部署设置更改会导致逻辑机箱不一
致，从而不能从机箱组更新逻辑机箱。 如果逻辑机箱需要更改操作系统部署设置，请删除逻辑机
箱，并使用已更新的机箱组重新创建逻辑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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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 创建机箱组
机箱组是一种逻辑资源，它为组成逻辑机箱的一组机箱定义了一致的配置。 机箱组的网络连接是
由与机箱组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定义的。

17.3.3.1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 至少一个创建的逻辑互连模块组

• 对于使用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的操作系统部署，必须定义操作系统部署网络并将其分
配给相应的。

17.3.3.2 创建机箱组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机箱组”，然后：

• 选择“操作”→“创建”。
• 单击“创建机箱组”。

2. 为新机箱组指定唯一的名称。

3. 选择管理 IPv4 地址的方式。
4. 在屏幕上输入请求的信息。 如果需要了解如何输入这些内容，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机箱组”
屏幕详细信息。

注意： 对于使用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的操作系统部署，请选择与操作系统部署网络
关联的逻辑互连模块组。

5. 单击“创建”以创建机箱组，或单击“创建 +” 以创建多个机箱组。
6. 通过确认机箱组是否列在主窗格中，来验证该机箱组是否已添加。

更多信息

“关于机箱组”
“关于配置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

17.4 管理逻辑机箱
17.4.1 逻辑机箱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创建逻辑机箱

• 编辑逻辑机箱

• 删除逻辑机箱

• 扩充逻辑机箱

• 通过逻辑机箱更新固件

• 从机箱组中更新逻辑机箱

• 重新应用逻辑机箱配置

• 创建逻辑机箱支持转储

17.4.2 关于逻辑机箱
逻辑机箱包含适用于一组物理机箱的配置。 其初始值是从机箱组中获取的并应用于物理机箱。
如果逻辑机箱中的预期配置与机箱上的实际配置不匹配，逻辑机箱将变得不一致。 可以使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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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机箱”屏幕管理固件，创建支持转储，以及将从“机箱组”屏幕中指定的更新应用于逻辑机箱中
的机箱。

在硬件设置期间自动发现 Synergy 框体后，您必须手动创建一个逻辑机箱。 逻辑机箱必须包含
使用互连模块链路电缆连接在一起的 Synergy 框体数。 例如，如果将 3 个 Synergy 框体连接在
一起，请创建包含所有 3 个 Synergy 框体的逻辑机箱。

17.4.2.1 关于不一致的逻辑机箱
在以下情况下，逻辑机箱可能会变得不一致：

• 在扩充逻辑机箱期间，逻辑机箱引用的机箱组已更改为新机箱组。

• 已修改逻辑机箱引用的机箱组。 例如，在机箱组中添加、修改或删除了逻辑互连模块组。

• 逻辑互连模块与逻辑互连模块组不一致。

• 任何其他逻辑机箱配置与机箱组不一致。

• 与机箱组的逻辑互连模块组清单相比，多出或缺少一些逻辑互连模块。

更多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从机箱组中更新逻辑机箱配置”

17.4.2.2 关于删除或强制删除逻辑机箱

关于删除逻辑机箱

如果要从数据中心删除组成逻辑机箱的物理框体，或者不再需要管理这些框体，请删除逻辑机
箱。 在删除逻辑机箱时，逻辑机箱中的 Synergy 框体状态将更改为“受监视”，包括所有物理资源
（如互连模块）。 将删除所有配置。 在删除逻辑机箱之前，请考虑编辑逻辑机箱或扩充逻辑机
箱。

关于强制删除逻辑机箱

只有在尝试删除逻辑机箱并且尝试与逻辑机箱中的 Synergy 框体建立通信失败时，才应该强制删
除逻辑机箱。

通过在 HPE OneView 中强制删除逻辑机箱：
• 将删除逻辑机箱上的所有逻辑互连模块。

• 仍然可以与 HPE OneView 通信的 Synergy 框体将置于“受监视”状态，可以在另一个逻辑机
箱中配置这些框体。

• 对于 HPE OneView 无法与链路模块通信的任何 Synergy 框体，将删除有关物理资源的所有
数据。

• 必须出厂重置受影响的框体，然后才能再次管理该框体。

更多信息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删除逻辑机箱”

17.4.2.3 关于更新逻辑机箱中的固件
您可以通过逻辑机箱更新共享基础设施的固件，更新共享基础设施和配置文件的固件，仅更新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的固件以及更新未管理的互连模块（如果有）的固件。
从“逻辑机箱”屏幕中，您可以启动固件更新。 将按以下顺序更新固件：
1.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2. 逻辑互连模块和 SAS 互连模块
3. 不受管理的互连模块

4. 服务器硬件及其关联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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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更新一组连接的框体中的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时，将每次更新一个链路模块
以避免影响该组。

更多信息

联机帮助中的“更新逻辑机箱中的固件”

17.4.3 关于扩充逻辑机箱
在 HPE OneView 中，您可以使用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将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
路拓扑配置从单个框体扩充到最多 5 个 HPE Synergy 框体。 在 HPE OneView 中，可以将新机
箱组与逻辑机箱相关联并执行从组中更新，以将 Synergy 框体添加到逻辑机箱中。 HPE OneView
将完成更改，而不会将框体与现有的逻辑机箱取消关联或导致现有的环境中断。

单框体扩充

如果将冗余的单框体配置扩展为双框体高可用性配置，则会进行单框体扩充。 当技术人员将 HPE
VC SE 40Gb F8 模块从现有 Synergy 框体的 B 面移动到第二个 Synergy 框体的 B 面时，会发生
此物理扩充。 然后，将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添加到现有 Synergy 框体的 B 面和第二
个 Synergy 框体的 A 面。 在扩充逻辑机箱时，将在 HPE OneView 中进行逻辑扩充。
从一个框体扩充到两个框体时，所有下行链路的最大速度基于使用的互连模块链路模块的速度。
例如，如果使用 HPE Synergy 10Gb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扩充到两个框体，则该逻辑互连模块中的
所有下行链路的最大速度为 10Gb。

多框体扩充

在具有两个或更多框体的配置扩充到最多 5 个框体时，将进行多框体扩充，具体取决于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类型。 在技术人员添加具有 HPE Synergy 互连模块链路模块的 Synergy
框体时，将进行物理扩充。 在扩充逻辑机箱时，将在 HPE OneView 中进行逻辑扩充。
配置为支持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的框体可以从 3 框体配置扩充到 4 或 5 框体配置。

支持的和不支持的扩充配置

有关支持的配置列表，请参阅“具有多个逻辑互连模块组的机箱组的有效配置”。
扩充逻辑机箱时，不支持下列配置：

• 操作系统部署配置

• SAS 逻辑互连模块配置

• HPE VC SE 16Gb FC 模块逻辑互连模块配置
如果一个或多个 HPE VC SE 16Gb FC 模块已与原始的机箱组相关联，您可以扩充逻辑机
箱。 但是，当扩充逻辑机箱时，不能添加任何新的 HPE VC SE 16Gb FC 模块。

更多信息

“关于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

17.4.4 关于协调和并行激活
协调激活有利于非中断性的更新，不会在更新过程中发生中断，因为在任何时间都至少有一个连
接链路处于活动状态。 先在备用（或辅助）互连模块上更新固件。 在更新后，备用互连模块变
为活动（或主）互连模块，以前的活动互连模块变为备用设备。 然后，在新备用互连模块上更新
固件。

并行激活可同时激活所有互连模块。 这意味着，通过互连模块连接的所有计算模块的网络和存储
连接将中断。 请在维护期限内执行并行激活，以便更好地协调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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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 创建逻辑机箱
在自动发现 Synergy 框体后，您必须手动创建一个逻辑机箱。 机箱中的互连模块的互连模块链
路拓扑决定了是否可以从中创建逻辑机箱。 要了解支持的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逻辑互
连模块组”。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 至少一个创建的逻辑互连模块组

• 至少一个创建的机箱组

• 对于 Image Streamer：
对于多框体配置，安装并正确连接了一对 Image Streamer 设备。 请参阅 www.hpe.com/
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一个逻辑机箱对应于
一对 Image Streamer 设备。
对于单框体 Image Streamer 配置，安装并正确连接了一个 Image Streamer 设备。 请
参阅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

■ 创建了一个部署网络并与具有相应地址范围的子网关联。

■ 创建了一个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创建逻辑机箱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机箱”，然后选择“操作”→“创建”。
2. 在屏幕上输入请求的信息。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在‘逻辑机箱’屏幕详细信息部分中创建逻辑
机箱”。

3. 单击“创建”以完成该操作，或者单击“创建 +”以创建其他逻辑机箱。
4. 在主窗格中验证是否创建了逻辑机箱，以及一个或多个机箱现在是否处于“已配置”状态。
如果为使用 Image Streamer 的操作系统部署配置了逻辑机箱，“创建逻辑机箱”任务将创建
Image Streamer 部署群集，并使用与部署网络关联的池中的 IP 地址为 Image Streamer 设
备分配存储地址。

另请参阅 

• “关于逻辑机箱”

• “关于配置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网络”

• 返回到快速入门：HPE OneView 中的资源的初始配置

• 返回到第 9 章“快速入门：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初始配置”。

•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17.4.6 通过逻辑机箱更新固件
您可以更新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逻辑互连模块、串行连接 SCSI (SAS) 互连模块，未管
理的互连模块（如果有）以及具有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服务器以将固件设置为指定的基准。

注意： 在逻辑机箱固件更新正在进行时，不会从该逻辑机箱的逻辑互连模块启动固件更新。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 将一个或多个 SPP 添加到设备固件存储库中。

• 关闭没有服务器配置文件或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已设置为脱机模式或手动管理的任何服务器
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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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逻辑机箱中的固件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机箱”。
2. 在主窗格中，选择要更新固件包的逻辑机箱。

3. 选择“操作”→“更新固件”。
4. 在屏幕上输入请求的信息。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屏幕详细信息。
5. 单击“确定”。
在进行更新时，如果任何一个更新组件失败，逻辑机箱更新将失败。

6. 在“逻辑机箱”屏幕的“详细信息窗格”中验证是否列出了新固件基准。

更多信息

“关于更新逻辑机箱中的固件”

17.4.7 创建逻辑机箱支持转储文件
逻辑机箱支持转储文件包含每个成员逻辑互连模块中的内容以及设备支持转储的内容。 压缩整个
文件包，并进行加密以供下载。 整合的逻辑机箱支持转储将进行加密，因为逻辑互连模块中的支
持转储信息包括专用的 HPE 知识产权。

注意： 您可以通过从“设置: 设备”屏幕创建支持转储文件来查看未加密的设备支持转储的内容。

如果要求从多个逻辑机箱中创建支持转储，请分别导航到每个逻辑机箱屏幕并创建支持转储。 必
须等待每个支持转储完成，然后再创建后续的支持转储。

默认情况下，逻辑机箱支持转储包含设备支持转储。 如果要求创建不包含设备支持转储的逻辑机
箱支持转储，您必须使用逻辑机箱 REST API。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逻辑机箱的 REST API 脚
本联机帮助。

前提条件 

• 逻辑机箱资源

• 任何用户角色都可以创建支持转储

创建逻辑机箱支持转储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机箱”，然后选择一个逻辑机箱。
2. 选择“操作”→“创建逻辑机箱支持转储”。
3. 单击“是，创建”以进行确认。
在后台创建支持转储时，您可以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4. 在完成该任务后，支持转储 zip 文件将下载到浏览器默认下载文件夹中，或者提示您指定文
件的下载位置。

逻辑机箱支持转储文件名的格式为 host_name-LE-name-date-time.sdmp。

5. 验证 zip 文件是否位于指定文件位置。
6. 有关提供支持转储文件的说明，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更多信息

“有关支持转储文件”
“关于逻辑机箱”

17.5 了解更多
•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 “管理许可证” （第 1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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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管理的设备的固件进行管理
注意： 本章介绍了如何管理由设备管理的设备的固件。 有关更新设备的固件的信息，请参阅
“更新设备” （第 233 页）。

固件软件包也称为 HPE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SPP)，它包含一组可交付结果、一个完全支
持 ISO 文件以及 6 个按 HPE ProLiant 服务器系列和操作系统划分的子集 ISO。 SPP 是一个综
合的固件和系统软件集合，所有这些内容均作为单一解决方案栈进行了测试，其中包括 HPE
ProLiant 服务器、控制器、存储、刀片服务器和机箱的驱动程序、代理、实用程序和固件软件
包。 每个 SPP 产品包含 Smart Update Manager (SUM) 以及软件和固件智能组件。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firmware-bundles固件软件包

18.1 固件任务
HPE OneView 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将固件软件包添加到设备固件存储库中

• 创建自定义 SPP

• 降级固件

• 为管理的设备确定固件基准

• 从固件软件包存储库中删除固件软件包

• 更新管理的设备上的固件

• 查看固件软件包的固件存储库以显示以下内容：

存储库中的固件软件包列表■

■ 固件软件包内容

■ 存储库的可用存储空间

18.2 关于固件软件包
设备无需其他用于下载和安装的工具即可管理整个数据中心的固件。 使用内置到设备的固件管理
功能，您可以定义固件基准和跨多个资源执行固件更新。 将资源添加到设备后，设备自动将该资
源的固件更新为设备进行管理所需的最低版本或定义为基准的版本。 另请参阅“关于不支持的固
件”。
固件软件包也称为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SPP)，这是一组综合的固件和系统软件组件，所
有这些组件作为包含驱动程序、代理、实用程序和固件软件包的单个解决方案栈进行了测试。 通
过使用固件包，您可以更新 HPE ProLiant 服务器、控制器、存储、服务器和机箱上的固件。
您可以强制将设备固件降级到较低的版本，但要注意，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安装速度下降，并且可
能会导致设备无法使用。

固件存储库

通过使用嵌入的固件存储库，您可以将 SPP 固件软件包和修复程序上载到设备中，并按照最佳
实践将其部署到环境中。 您可以从“固件软件包”屏幕中查看存储库中的 SPP 的版本和内容。 如
果选择一个固件软件包，将显示其发行日期、支持的语言和操作系统以及软件包组件。 此屏幕还
显示设备上的额外固件软件包的可用存储空间量。 无法添加超过存储库中的可用空间量的固件软
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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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确保您的硬件具有利用所有可用管理功能的最新和最可靠的固件软件包，请将最新的
固件软件包下载到设备，然后将其添加到固件存储库。

对于 Windows 和 Linux，HPE OneView 支持 128 个并行服务器固件更新；对于 ESXi，HPE
OneView 支持 10 个并行服务器固件更新。

关于应用 SPP 以作为基准
可将 SPP 作为基准应用于机箱、互连模块和服务器配置文件，确立不同设备上所需的固件和驱
动程序版本。 将 SPP 从 http://www.hpe.com/info/spp 下载到本地系统时，请将其上载到设备
上的固件软件包存储库中。 每个 SPP 产品均包含 Smart Update Manager 和固件智能组件。 可
以从“机箱”屏幕中启动管理整个机箱的固件的操作。 可以从“逻辑互连模块”屏幕中更新逻辑互连
模块固件。 从“服务器配置文件”屏幕中，您可以为分配的服务器硬件设置固件基准。 设备找出
固件兼容性问题，突出显示不合规的设备，以供用所选的固件基准进行更新。

可以从固件软件包存储库中删除所有 SPP。 不过，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始终具有至
少一个可用的 SPP，因为在设备中添加低于最低固件版本的资源以进行监视或管理时需要使用该
SPP。 如果要删除一个 SPP，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先将所有资源重新分配给其他
SPP，然后再删除该 SPP。 可通过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或机箱并设置固件基准字段，分配 SPP。
如果指定了一个 SPP，将更新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和互连模块固件以便与该 SPP 中的版
本相匹配。 基准也是在机箱中的每个逻辑互连模块上设置的。
对于 HPE Synergy 框体，如果不希望选择一个固件基准，请选择“未设置”。

关于上载和使用修复程序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有时在主要 SPP 发行版之间发布组件修复程序。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将通知您可以上载一个修复程序，并提供有关应用该修复程序的 SPP 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基本 SPP 和修复程序创建一个自定义 SPP。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REST API 脚本帮助中的“上载修复程序”。
可以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新的自定义 SPP 为管理的各种资源设置基准。 如果修复程序适用
于已包含在基准中的管理的资源，则仅应用修复程序。

注意： 如果固件更新目标系统是 Linux 操作系统，则列出的 HPE ProLiant System ROM 版本
是 ROM Linux 修复程序组件。 否则，请列出 SPP 软件包中更新后的最新 ROM 版本。

18.3 关于不支持的固件
在添加资源以对其进行管理时，必须将资源固件更新为支持的最低级别。 在设备中添加资源时，
设备将尝试自动更新固件。 如果更新失败，将生成一个警报。

注意： 在更新设备固件之前，您必须将支持的 SPP 上载到设备固件存储库中。 请访问 http://
www.hpe.com/info/hpeoneview/updates 以获取 HPE OneView 软件更新和产品特定的固件软
件包。

不支持的固件软件包固件

如果您尝试添加的固件软件包包含的固件低于支持的最低版本，则会生成警报，而不会将固件软
件包添加到设备固件存储库中。

不支持的机箱固件

在添加机箱时，设备：

• 如果互连模块的逻辑互连模块固件低于所需的最低级别，或者互连固件级别不匹配，则会生
成警报。 必须通过“逻辑互连模块”屏幕或 REST API 更新逻辑互连模块固件。

• 如果低于所需的最低级别，则会自动更新 iLO 固件（必须在设备上安装了支持的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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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的逻辑机箱固件

在添加逻辑机箱时，设备：

• 如果一个或多个组件的实际固件版本与所需的最低级别不匹配，则会生成警报。 即使未指定
基准 SPP，如果低于所需的最低版本（必须在设备上安装了支持的 SPP），则会自动更新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和 iLO 固件。 从“逻辑机箱”屏幕或 REST API 中选择固件基准。

不支持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固件

如果关联的 iLO 固件低于支持的最低版本，则无法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将转到“服务器硬件”屏
幕以更新 iLO 固件。

不支持的互连模块固件

如果您尝试添加的互连模块包含的固件低于支持的最低版本，则会生成警报。 必须通过“逻辑互
连模块”屏幕或 REST API 更新逻辑互连模块固件。
“逻辑互连模块”屏幕的“固件”面板显示为每个互连模块安装的固件版本和固件基准。

18.4 有关管理固件的最佳实践

说明最佳实践

在 www.hpe.com/downloads/synergy 上下载最新的 SPP，然后将 SPP 上载
到设备存储库。

应用所需的过滤器以下载环境特定的 SPP。

注意： 每个 SPP 产品均包含 Smart Update Manager 和固件智能组件。

上载最新的 SPP。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使用“逻辑机箱”屏幕上的“更新固件”选项设置
固件基准。 此操作将机箱中的所有设备更新为指定的 SPP 级别。

为机箱中的所有设备设置相同的
固件基准。

登录到 SPP 自定义下载 Web 门户 (https://spp.hpe.com/custom/) 以使用环境
特定的过滤器创建自定义 SPP。 应用服务器型号过滤器或操作系统过滤器以创建
较小的 SPP。

提示： 为了方便起见，请保存该过滤器。

如果您选择创建自定义 SPP，请
使用 SPP 自定义下载进行创建。

尽管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对机箱中的所有设备设置固件基准，从
而使所有固件按正确顺序安装，但是您可以更新特定组件的固件。 如果选择单独
更新组件固件，则将按以下顺序升级固件：逻辑互连模块和服务器配置文件。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从包含固件的相同 SPP 中安装驱动程序。

按正确的顺序更新固件。

在使用 Smart Update Tools 时，可以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阅 www.hpe.com/info/sut-docs 上的《Smart Update Tools
用户指南》。

将 SUT 模式设置为 AutoStage 或 AutoDeploy。 在维护期限重新引导。

在服务器启动并运行操作系统后，
使用 Smart Update Tools (SUT)
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

除非固件基准设置为“手动管理”，否则请勿在管理的设备上使用 SUM 或其他外
部工具更新固件。

在更新固件之前，验证管理的设
备设置。

HPE OneView 不备份固件存储库，因此，将 SPP 存储在非设备存储库中，例
如，存储在用于创建自定义 SPP 的 SUM 存储库中。

将 SPP 存储在设备的单独位置
中。

但是，建议至少始终要有一个 SPP 可用，因为在设备中添加低于最低固件版本的
资源进行监视或管理时需要使用 SPP。 如果要删除旧版 SPP，请将使用该 SPP
的所有资源重新分配给其他 SPP，然后再删除旧版 SPP。

从固件存储库中删除旧版 SPP。

更多信息

第 18 章“对管理的设备的固件进行管理”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上提供的《HPE Synergy 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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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创建自定义 SPP
HPE 有时在主 SPP 发行版之间发布组件修复程序。 可以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基本 SPP 和
修复程序创建一个自定义 SPP。 要在管理的资源上应用修复程序，请使用该修复程序创建自定
义的 SPP。
可以在 OneView 中使用不同的机制应用修复程序：

• 使用 SPP 自定义下载功能通过修复程序创建新的 SPP（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的
方法）。

• 使用 SUM 通过修复程序创建新的 SPP。

• 上载修复程序并使用 HPE OneView 创建自定义 SPP。

注意： 对于创建的任何自定义 SPP，您必须包括 iLO 和 Virtual Connect 固件。
对于 VC 和 iLO 修复程序，请确保上载 .scexe 版本的修复程序。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 允许安装 ISO（映像）文件的软件
选项 1：使用 SPP 自定义下载创建自定义 SPP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使用 SPP 自定义下载功能将自定义的 SPP 上载到 HPE OneView
中。 有关说明和访问权限，请访问 http://hpe.com/servers/spp。
选项 2：使用 SUM 创建自定义 ISO SPP
1. 从 http://www.hpe.com/servers/hpsum 下载 SUM。
2. 将 SUM 文件解压到一个目录中。
3. 将 SPP ISO 文件从 http://www.hpe.com/info/spp 下载到一个本地目录中。
4. 按照软件的说明，将 SPP ISO 文件安装到可访问的文件系统中。
5. 双击 \hpsum 目录中的 hpsum.bat 以启动 SUM。
6. 在 SUM 主菜单中，选择“基准库”→“+ 添加基准”。
修复程序将包含在自定义基准中。

7. 对于“位置详细信息”，请浏览安装的 SPP 的 hpe\swpackages 目录。
8. 单击“添加”。 等待添加操作完成，然后再继续操作。
9. 添加从 HPE 下载到基准库的任何其他组件（更新），以将其包含在自定义 SPP 中。
10. 从基准库中选择 SPP 和组件。
11. 选择“操作”→“创建自定义”。
12. 选择要使用的任何过滤器，但以下过滤器是必需的：

• “概述”：选择“可引导的 ISO”
• “操作系统类型”：选择 RHEL 5 和 RHEL 6

13. 单击“创建 ISO” 以创建新的固件软件包。
14. 将固件软件包添加到设备固件存储库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15. 在“固件软件包”屏幕上的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固件软件包内容以验证是否完成了上载。
选项 3：上载修复程序并创建自定义 SPP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 在存储库中应至少有一个有效的修复程序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固件软件包”。
2. 选择“操作”→“创建自定义固件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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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一个自定义 SPP 名称，然后选择一个基本 SPP。
4. 单击“添加修复程序”以添加可用的修复程序。
5. 单击“确定”。
6. 在“固件软件包”屏幕上的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固件软件包内容以验证是否完成了上载。
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上载修复程序并创建自定义 SPP。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脚
本帮助。

注意： 上载修复程序以创建自定义 SPP 专用于在管理的资源上应用修复程序。

18.6 更新管理的设备上的固件
通过使用固件包，您可以更新管理的服务器和基础设施（机箱和互连模块）上的固件。 您可以选
择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更新机箱中的所有资源，仅更新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或固件，更
新逻辑互连模块中的固件或更新特定服务器的固件。 在选择更新机箱中的所有资源时，即使资源
与服务器配置文件无关联，也要更新所有服务器。

从“逻辑机箱”屏幕中，您可以为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启动固件更新。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通过逻辑机箱更新固件”。
您还可以选择更新单个组件固件。 在单独更新组件固件时，最佳实践是按以下顺序更新固件：
1.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2. 服务器配置文件

18.6.1 更新逻辑机箱上的固件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机箱）。

• 将一个或多个 SPP 添加到设备固件存储库中。
在逻辑机箱上更新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固件
您可以更新逻辑机箱固件以将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固件设置到所指定的基准。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机箱”。
2. 在主窗格中，选择要更新固件包的逻辑机箱。

3. 选择“操作”→“更新固件”。
4. 从“固件基准”中，选择要安装的固件软件包。
如果您选择某个固件基准，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固件会在配置期间更新到指定的基
准。 如果 iLO 固件低于支持的最低版本，它将更新到基准中的版本。
如果您选择“不设置”，则仅当低于支持的最低版本时，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和 iLO 固
件才会更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更新到 HPE OneView 中可用的最新 SPP 版本。

注意： 如果要安装的固件版本低于 SPP 中包含的版本，您必须选择“强制安装”选项以降
级固件。 如果已知较新的固件导致您的环境中出现问题，您可能希望安装较旧版本的固件。

小心： 注意，将固件降级可能导致服务器不可用，并可能导致安装速度下降。

5. 单击“确定”。
6. 在“逻辑机箱”屏幕的“详细信息窗格”中验证是否列出了新固件基准。

18.6.2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更新固件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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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更新固件

要更新特定服务器的固件软件包，请编辑现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或者创建新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并指定 SPP 版本。

注意： 除非已更改服务器配置文件中的固件基准，否则不会重新应用它。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主窗格中，单击“创建配置文件”。
• 在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2. 为“固件基准”选择固件软件包。
要安装 SPP 中包含的旧固件版本，您必须选择“强制安装”选项以将固件降级。 如果已知在
服务器上安装的较新固件导致在您的环境中出现问题（在发行说明中提及），您可能希望安
装较旧的固件。

小心： 注意，降级固件可能导致设备不可用，并可能导致安装速度下降。 例如，如果将
iLO 固件降级到不使用富基础设施规范 (RIS) 的以前版本，Smart Update Tools 和 HPE
OneView 之间的通信将会中断。

3. 要完成更新，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这是新的配置文件，请单击“创建”以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
• 如果您正在编辑现有配置文件，请单击“确定”以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

4. 打开服务器电源以激活固件。

a.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硬件”。
b. 选择服务器，然后选择“操作”→“打开电源”。

5.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屏幕上的“详细信息窗格”中验证是否列出了新固件基准。

18.6.3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更新固件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使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更新固件

要更新特定服务器的固件软件包，请编辑现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或者创建新的服务器配置
文件模板并指定 SPP 版本。

注意： 除非已更改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中的固件基准，否则，不会重新应用它。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主窗格中，单击“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 在主窗格中，选择一个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2. 为“固件基准”选择固件软件包。
要安装 SPP 中包含的旧固件版本，您必须选择“强制安装”选项以降级固件。 如果已知在服
务器上已安装的较新固件在您的环境中导致问题（可能在发行说明中提及），您可能希望安
装旧版本的固件。

小心： 注意，降级固件可能导致设备不可用，并可能导致安装速度下降。 例如，如果将
iLO 固件降级到不使用富基础设施规范 (RIS) 的以前版本，Smart Update Tools 和 HPE
OneView 之间的通信将会中断。

3. 要完成更新，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这是新的模板，请单击“创建”以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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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编辑现有的模板，请单击“确定” 以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
4. 验证是否在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屏幕上的“详细信息窗格”中列出了新固件基准。

18.7 了解更多
• “固件软件包故障排除” （第 334 页）

• “关于机箱或 Synergy 框体”

• “关于与逻辑互连模块关联的固件”

• “关于服务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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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管理功率、温度和数据中心
您可以使用设备管理 IT 硬件的功率和温度。 要管理和监视硬件温度，请将服务器硬件添加到机
架，并将服务器硬件放置在机架中，然后添加到一个或多个数据中心。

19.1 管理功率
要管理功率，请通过“输电设备”屏幕或 REST API 向设备描述输电设备。 设备自动查找 HPE
Intelligent 输电设备 (iPDU) 及其连接。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power-devices输电设备

enclosures（功率容量）

server-hardware（功率容量）

19.1.1 角色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19.1.2 管理功率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和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输电设备。

• 添加电源连接。

• 过滤输电设备。

• 查看最后 5 分钟的 iPDU 功耗。

• 查看过去 24 小时的 iPDU 功耗。

• 编辑输电设备的属性。

• 打开或关闭输电设备的定位器指示灯。

• 关闭输电设备。

• 删除输电设备。

• 解决 iPDU 和设备之间的连接问题。

• 添加另一个管理系统当前管理的 iPDU。

• 查看电源使用统计信息。

• 更新机箱功率容量设置（仅 REST API）。

• 更新服务器硬件功率容量设置（仅 REST API）。

19.1.3 关于输电设备
输电设备为 IT 硬件提供电力。 数据中心的典型电源拓扑结构包括输电设备（如供电线路、断路
器面板、分支电路和配电装置 (PDU)）以及这些设备的负载段、插排和插座组件。 通过在设备中
添加输电设备，可以使用散热限制、额定容量以及降额容量对电源进行管理。

“输电设备”屏幕描述了以下类别的设备：

• 设备可以自动查找和控制的 Intelligent 配电装置 (i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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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无法查找的其他输电设备。 通过在设备中手动添加这些设备，可以对这些设备进行跟
踪、清点和电源管理。

无论以何种方式在设备中添加输电设备，设备都会自动生成相同类型的分析（容量、冗余和配
置）。 对于 iPDU，设备收集统计数据并报告错误。

与设备进行连接和同步

设备监视 iPDU 的连接状态。 如果设备与 iPDU 失去连接，则显示警报，直到连接恢复为止。 设
备将尝试自动解决连接问题并清除警报，但如果失败，则您必须自行解决问题并手动刷新 iPDU
以使其与设备同步。

设备还监视 iPDU 以便与对硬件和电源连接的更改保持同步。 不过，如果在 OneView 设备的控
制之外对设备进行一些更改（例如，从 iLO 中），可能会导致这些设备与 OneView 设备不同步。
您可能必须手动刷新与设备不同步的设备。

注意：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不要使用 iLO 对设备进行更改。 从设备 iLO 中对设备
进行更改可能会导致它与 OneView 设备不同步。

可从“输电设备”屏幕中手动刷新设备与 iPDU 之间的连接。 请参阅“输电设备”屏幕的联机帮助以
了解详细信息。

19.2 管理数据中心
在设备中，数据中心表示一个连续的真实区域，其中的机架含有 IT 设备（如服务器、机箱和设
备）。 数据中心描述计算机房的一部分，并提供有用的分组以简要说明您的环境及其电源和散热
需求。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datacenters数据中心

19.2.1 角色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19.2.2 数据中心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和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和编辑数据中心。

• 处理数据中心可视化视图。

• 监视数据中心温度。

• 取消管理数据中心。

19.2.3 关于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表示包含 IT 设备的机架所在的物理连续区域。
例如，将 IT 设备安放在两个房间或不同的楼层。 您可以为每个区域创建一个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的每个服务器、机箱或配电装置可以报告其电源要求，但可能很难了解数据中心的整体
电源和散热要求。 设备允许在一个管理系统中对服务器、机箱和输电设备进行统一电源和散热管
理。

数据中心的“布局”视图具有颜色编码以描绘过去 24 小时记录的峰值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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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数据中心：Datacenter 1
在首次初始化设备时，将创建一个名为 Datacenter 1 的数据中心。 设备提供该数据中心以作
为一个显示机架的位置。 您可以重命名或编辑该数据中心以便与您的数据中心数值和布局相匹
配，您可以将其作为规划的数据中心模型的基础，也可以删除该数据中心而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默认机架位置

在设备中添加要管理的机架时，设备将在所有数据中心显示该机架，即使不知道它的实际位置。
如果您查看的数据中心显示未放置的机架，则会显示警告以提醒您显示的是未放置的机架。 如果
将机架分配给某个数据中心，则不会再在其他数据中心显示该机架。

19.3 管理机架
机架可管理温度、功率并描述机箱的布局。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racks机架

19.3.1 角色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19.3.2 机架任务
• 添加、编辑或删除机架。

• 更改机架中的设备的布局。

• 设置机架的散热限制。

19.3.3 关于机架
机架是一种包含 IT 设备的物理结构，例如，机箱、服务器、输电设备和未管理的设备（未管理
的设备使用机架中的插槽并消耗电能或散发热量，但设备未对其进行管理）。 可以在设备中添加
机架及其设备以对其进行管理。 在通过设备管理机架时，您可以使用设备进行空间和电力规划。
设备还收集统计数据并监视所管理的机架的功率和温度。

在设备中添加机箱时，将自动创建一个机架并将机箱放在该机架中。 设备将通过管理链路电缆连
接的所有机箱都放入该机架。 添加机箱后，设备从上到下将其放入机架。 如果将机箱放在
Intelligent 系列机架中，将自动检测机箱插槽。 对于其他机架，要准确描述机架中的机箱布局，
您必须编辑机架以将机箱放在正确的插槽中。

可以使用设备查看和管理您的机架配置和输电拓扑结构。 您可以指定机架的物理尺寸（宽度、高
度和深度）、U 形插槽数以及机架中的每个设备的位置。 您可以指定为机架提供电力的机架
PDU、它们在机架中的物理位置或位于哪一侧。 也可以描述如何将机架中的设备连接到这些
PDU。
在设备中添加要管理的机架后，您可以将机架添加到数据中心，以显示数据中心布局并监视设备
电源和散热数据。

在对机架进行管理后，您可以配置输电拓扑结构并为机架中的设备提供冗余不间断电源。

机架命名

机架命名方式以及对机架名称的更改方式取决于该机架是如何添加到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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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机架命名

名称更改方法初始命名方法添加方法

编辑机架使用机架序列号作为机架名
称分配而得

从 ProLiant 服务器中使用位置查找服务为
Synergy 框体自动查找

编辑机架由用户定义从“机架”屏幕中手动添加

19.4 了解更多
• 第 27 章“管理功率和温度”

• “有关利用率图表和计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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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管理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deployment-servers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20.1 角色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0.2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的任务
• 添加、编辑或删除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 更改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的主设备

20.3 关于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是一种资源，可用于部署（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以供服务器使用。 HPE
OneView 连接到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并配置该服务器以部署操作系统。
HPE OneView 在配置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后对其进行管理，并显示属性、管理设置、操作系统
部署计划以及引用可用的操作系统部署计划的服务器配置文件列表。

20.4 关于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部署服务器
您只能添加单个 Image Streamer 部署服务器。 在 HPE OneView 中添加 Image Streamer 操作
系统部署服务器后，您可以从 HPE OneView 的“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屏幕中启动 Image Streamer
图形用户界面。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支持部署一些计划，它们定义了服务器硬
件操作所需的操作系统构件文件。

添加部署服务器将导致配置 Image Streamer 设备和创建群集以管理操作系统部署构件文件。
软件管理员可以使用 Image Streamer 设备上存储的构件文件创建、修改和删除部署计划。 这些
构件文件包括：

• 计划脚本：计划脚本用于完成定制（部署）或泛化（捕获）过程。

• 构建计划：构建计划提供了一种方法以修改服务器卷内容，以便创建服务器特定的黄金映像
以进行部署，或者在捕获期间保留服务器特定的内容。

• 黄金映像：黄金映像是任何映像的一种通用格式，可以使用 Image Streamer 提供的其他构
件文件自定义该映像以进行部署。

• 部署计划：部署计划是黄金映像和构建计划的组合。

部署计划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软件并指定配置方法。 部署计划从服务器配
置文件中获取服务器部署实例的配置值。

20.5 关于指定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主群集
主设备：

• 是运行 Image Streamer 用户界面的群集。

• 提供一个界面以管理构件文件和详细状态以及维护 Image Streamer 设备。

• 按照服务器配置文件说明协调部署。 服务器配置文件是用于控制部署的界面。
在添加 Image Streamer 部署服务器时，将选择主设备。 可以选择任何 Image Streamer 设备以
作为主设备。 更改主设备不会中断服务器访问操作系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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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指定为主设备的所有 Image Streamer 设备将被视为辅助设备。 辅助设备为逻辑机箱中的计算
模块托管和提供操作系统卷，并在主设备发生故障时作为备用设备。 如果出现设备相关的问题，
或者需要删除或停用主设备，可以编辑部署服务器以选择另一个 Image Streamer 以作为主群集。
在编辑部署服务器以选择主设备之前，无法部署操作系统。 新的主设备需要花一些时间重新配置
和控制设备组。 在此期间，服务器可以继续不间断地访问操作系统卷。
以物理方式删除主设备之前，应选择新的主设备。 如果在选择新的主设备之前删除主设备，则无
法管理构件文件并且操作系统部署将失败。 一旦选择新的主设备，则会恢复正常运行。
一个群集由 Image Streamer 设备对组成。 将创建设备群集以获得高可用性。 这对业务关键的用
途非常重要，因为 Image Streamer 托管服务器使用的操作系统卷。 每个逻辑机箱具有一个群
集。 可能的群集数量会受到多框体配置中可由 HPE OneView 管理的最大机箱数的限制。

20.6 关于删除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
如果删除 Image Streamer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则会删除在 HPE OneView 中配置的所有 Image
Streamer 设备的管理和存储网络配置。 此外，还会将 Image Streamer 设备重置为出厂默认设
置，从而删除所有操作系统部署构件文件和所有操作系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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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管理存储
本章介绍存储资源以及与这些资源关联的任务。

• 存储系统：包含多个存储磁盘的硬件，如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 存储池：存储系统中的物理磁盘组。

• 卷：从可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存储池中配置的逻辑存储空间。

• 卷模板：可创建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卷。

• SAN 管理器：管理 SAN 的硬件或软件系统。

• SAN：您可以使用 SAN 自动完成结构分区。

• 驱动器机箱：机箱托架中安装的硬件，其中包含多个物理磁盘，您可以使用这些磁盘动态创
建虚拟驱动器。

图 18 存储管理概述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fc-sans/device-managers

fc-sans/providers

fc-sans/managed-sans

SAN 管理器

storage-systems存储系统

storage-pools存储池

storage-volumes卷

storage-volume-templates卷模板

drive-enclosures驱动器机箱

21.1 驱动器机箱
21.1.1 驱动器机箱任务

HPE OneView 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刷新驱动器机箱

• 重置驱动器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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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或关闭驱动器机箱电源

• 打开或关闭驱动器机箱 UID 指示灯

21.1.2 关于驱动器机箱
驱动器机箱是包含一组驱动器托架的硬件设备。 驱动器机箱安装在机箱的设备托架中，并为服务
器提供可组合存储。 可组合存储是一组物理驱动器，您可以动态将其定义为虚拟驱动器。 这些
虚拟驱动器称为逻辑 JBOD。 JBOD（只是一组磁盘）是一组分配给服务器硬件的物理磁盘驱动
器。 与 RAID 配置不同，JBOD 不是冗余配置。 在创建逻辑 JBOD 时，您可以指定一种 RAID
配置。

将通过服务器配置文件或服务器配置文件模板创建逻辑 JBOD 并将其分配给服务器硬件。

更多信息

“关于本地存储和中间存储控制器”

21.1.2.1 关于驱动器机箱和服务器硬件通电序列要求

• 必须关闭服务器硬件电源以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更改，包括连接驱动器机箱中的驱动器。

• 在将驱动器机箱连接到服务器硬件后，您可以在驱动器机箱中实际添加和删除驱动器，而无
需打开和关闭服务器硬件电源。

• 在打开服务器硬件电源之前，必须打开包含连接到服务器硬件的驱动器的驱动器机箱的电
源，以便向服务器硬件显示这些驱动器。

• 如果关闭驱动器机箱电源或移动驱动器机箱，您必须关闭连接了驱动器机箱中的驱动器的所
有服务器硬件的电源，然后在打开驱动器机箱电源后重新打开服务器硬件的电源。

更多信息

“关于互连模块”
“关于逻辑互连模块”

21.2 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是包含多个存储磁盘的硬件，如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21.2.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存储管理员

21.2.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和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编辑、编辑凭据，刷新，并删除存储系统

• 添加卷

21.2.3 关于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或存储阵列）是一个存储设备，可以从中配置逻辑磁盘（卷）以及将其映射到服务器
（或进行屏蔽）。 通过使用设备对 SAN 存储系统进行管理，您可以添加和创建卷。 然后，您可
以通过卷连接将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文件。 这样，分配给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硬件即可访问
SAN 存储系统。
在添加存储系统时，必须选择该存储系统上的某个域。 然后，可从存储系统上的该域中选择要添
加到设备的存储池。 在添加存储池后，可以将网络分配给与存储系统关联的存储端口。
有关支持的存储系统列表，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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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1 关于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可将支持的 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System 连接到设备。 必须使用 3PAR 软件配置 3PAR
系统以使其接受设备的管理。

伙伴端口状态

等效的 3PAR 状态定义端口状态

none正常状态，未故障转移。无

failover_pending端口处于脱机状态，并且正在故障转移到伙伴端口。正在故障转移

failed_over端口处于脱机状态，并且已故障转移到伙伴端口。已故障转移

active_down端口处于脱机状态，并且无法故障转移到伙伴端口。失败

failback_pending端口处于联机状态并且正在恢复为正常状态。正在恢复

active已故障转移伙伴端口，并且端口是伙伴端口通信。已故障转移伙伴端口

active_down伙伴端口发生故障并且故障转移操作失败。伙伴发生故障

21.3 存储池
存储池是存储系统中的物理磁盘组，您可将其划分成逻辑卷。

21.3.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存储管理员

21.3.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和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和删除存储池

21.3.3 关于存储池
存储池汇总了存储系统中的物理存储资源（磁盘）。 存储系统包含有关用于访问它们的存储端口
的信息。 您可以从存储池中配置名为卷的逻辑存储空间。
在设备中添加存储系统时，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存储池。 在存储系统上使用该系统的管理软件创
建存储池。 无法从设备中创建或删除存储池，只能管理或取消管理它们。 在添加存储池后，您
可以在这些存储池上配置卷。

21.4 卷
卷是在存储池中配置的逻辑存储空间。 可以使用卷模板创建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卷。

21.4.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存储管理员或服务器管理员

21.4.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和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创建、添加、编辑、删除卷和提高其容量

• 创建卷快照、通过快照创建卷以及将卷恢复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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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关于卷
卷表示从存储系统上的存储池中配置的逻辑磁盘。 您可以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配置卷连接以将卷
连接到一个或多个服务器。 卷连接管理存储系统上的卷表示形式（StoreServ 端口选择、主机和
vlun 创建）以及连接服务器和存储系统的 SAN（启用了自动分区）上的 SAN 分区。
使用卷模板，可创建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卷。

您可以通过编辑卷来增加（增长）其容量。 您无法减少卷的容量。

21.4.3.1 关于快照
快照是特定时刻的现有卷虚拟副本。 您可以将快照作为卷备份，然后使用快照将卷恢复为备份或
从快照中创建新的卷。

快照是在创建快照时的静态卷副本。 不会更新快照以反映在创建快照后对卷进行的更改。
从快照中创建的新卷与快照大小相同，并包含快照中的所有数据。 新卷与用于创建快照的卷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将卷恢复为快照，则会恢复为在创建快照时卷包含的数据。 卷的大小与恢复时保持相同。
例如，如果创建 50 GiB 卷的快照，并将卷扩大到 100 GiB，然后恢复为快照，则卷为 100 GiB
并包含 50 GiB 快照中的数据。
在恢复为卷的快照时，将导致在创建快照后创建或更改的所有数据丢失。 请备份数据以防止数据
丢失。

21.5 卷模板
可以使用卷模板创建多个具有相同配置的卷。

21.5.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存储管理员

21.5.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和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编辑和删除卷模板

21.5.3 关于卷模板
卷模板是一种逻辑资源，通过它，可创建一个标准配置，而可从该标准配置创建多个卷。

21.6 SAN 管理器
SAN 管理器是管理 SAN 的硬件或软件系统。 不需要使用 SAN 管理器以将卷连接到服务器配置
文件，但 SAN 管理器可以自动进行结构分区。

21.6.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存储管理员

21.6.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编辑和删除 SAN 管理器

21.6.3 关于 SAN 管理器
SAN 管理器是 HPE OneView 中的一个资源，它表示到外部实体的连接，将通过该连接查找和管
理 SAN。 外部实体可能是供应商特定的管理软件或物理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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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是在 HPE OneView 外部的 SAN 管理器供应商的管理界面中创建的。 在创建后，可以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 SAN 管理器资源查找和管理 SAN。
在创建 SAN 管理器时，两个 SAN 管理器可能找到相同的 SAN，从而导致它在 SAN 视图中显示
两次。 将 HPE OneView 网络与 SAN 关联时，选择要关联的 SAN 决定了使用哪个 SAN 管理器
管理 SAN 并删除（隐藏）其他管理器，因为 HPE OneView 不允许通过多个 SAN 管理器对 SAN
进行管理。

HPE OneView 支持使用不同供应商的 SAN 管理器。 有关支持的 SAN 管理器列表，请参阅《适
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21.6.3.1 关于区域集
区域集是一组区域。您可以从 SAN 管理器中激活区域集，以便在 SAN 管理器上配置所有区域。
在执行分区或别名配置时，HPE OneView 将修改活动区域集。 不会在 HPE OneView 中显示区
域集。

活动区域集 结构当前实施的区域集。

非活动区域集 SAN 的非活动区域集。 每次只能激活一个区域集。

非活动区域集术语SAN 管理器

备用区域集HPE

本地区域集Cisco

区域配置Brocade (BNA)

21.6.3.2 配置由 HPE OneView 管理的 SAN 管理器
您必须使用 SAN 管理器供应商提供的管理软件配置 SAN 管理器，以便在 HPE OneView 中对其
进行正确管理。 在正确配置 SAN 管理器后，您可以将其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

小心： 如果从多个交换机中执行区域操作而不执行完全区域集分配，则可能会导致分区数据丢
失。

注意： 交换机供应商支持结构全球通用名称 (FWWN) 或节点端口全球通用名称 (PWWN) 区域
成员身份。 HPE OneView 仅在区域成员身份中使用 PWWN。

最佳实践：SAN 管理器 

• 务必使用单个交换机执行所有分区操作，而无论使用哪种管理软件执行分区。

• 在进行区域更改时，务必使用完全区域集分配命令和设置。 默认情况下，HPE OneView 在
SAN 管理器以及它进行管理时使用的 SAN 上执行该操作。

配置 HPE SAN 管理器

• 您必须具有有效的 SNMPv3 用户（具有默认的读取权限）。 请参阅“快速入门：配置 HPE
5900 用于由 HPE OneView 管理”。

• HPE SAN 必须只能由单个 HPE OneView 设备管理。
配置 Cisco SAN 管理器

• 您必须具有有效的 SNMPv3 用户（具有写入权限）。 请参阅“快速入门：配置要添加为 SAN
管理器以由 HPE OneView 进行管理的 Cisco 交换机”。

• Cisco SAN 必须只能由单个 HPE OneView 设备管理。
配置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BNA) SAN 管理器

• 您必须具有有效的用户帐户并且正在运行 SMI 代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SAN 管理器文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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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允许 HPE OneView 自动查看 SAN 结构拓扑更改，必须在 BNA 上禁用 Track Fabric
Changes。 否则，只要对 HPE OneView 的 SAN 结构拓扑进行了更改，就必须在 BNA 上
执行 Accept Changes 操作，才能查看这些更改。 有关禁用 Track Fabric Change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BNA 文档。

• 基于 BNA 的 SAN 可由一个或多个 HPE OneView 设备管理。

21.7 SAN
21.7.1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将管理的 SAN 与网络相关联

• 为管理的 SAN 启用或禁用自动分区

• 编辑 SAN

• 下载 SAN 端点表

• 生成意外的分区报告

21.7.2 关于 SANs
SAN 是将服务器连接到存储系统的光纤通道 (FC) 或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存储区域网
络。 可能的 SAN 状态为：
已找到 与网络不关联的 SAN。 如果将 SAN 管理器添加到 HPE OneView 中，将自动查找

SAN。
已管理 与 HPE OneView 中的一个或多个网络关联的 SAN。 只能将管理的 SAN 配置为通过

HPE OneView 进行自动分区。
直接连接 SAN 
如果配置的机箱具有包含直接连接上行链路集的逻辑互连模块，HPE OneView 将自动创建直接
连接 SAN（扁平 SAN）。 HPE OneView 使用 <互连模块><上行链路集> 格式命名直接连接
SAN。 HPE OneView 创建的 SAN 是未分区的光纤通道 (FC) 直接连接 SAN，无法对其进行编
辑。

注意： HPE OneView 为连接到直接连接光纤通道网络的每个互连模块创建一个 SAN。
Synergy 框体不支持使用直接连接光纤通道网络将服务器直接连接到 HPE 3PAR 存储系统。

21.7.2.1 关于 SAN 分区

分区策略

SAN 区域允许连接到 SAN 的设备之间进行通信。 SAN 分区策略确定应如何在 SAN 上配置分
区。 SAN 分区策略定义是否自动进行分区以及区域和别名的命名格式。 在 HPE OneView 中，
您可以指定在通过卷连接将存储卷与服务器配置文件关联时创建的区域和别名的名称格式。 通过
使用文本字符串和服务器配置文件对象指定区域名称和别名格式，可以创建符合您的命名约定的
有意义名称。

注意： 只有在添加到服务器配置文件的连接并将 SAN 存储卷连接到该配置文件时，HPE
OneView 才会执行分区。 在执行该操作时，HPE OneView 将确定当前分区是否允许建立连接。
如果当前分区不允许建立连接，HPE OneView 将根据指定的分区策略创建所需的分区。

自动分区 
通过使用自动分区，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通过卷连接将存储卷连接到服务器时，HPE OneView
可以自动在分区的 SAN 上创建、编辑和删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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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自动进行分区。 HPE OneView 根据 SAN 的分区策略完全控制区域命名和内容。 如果希望
HPE OneView 为到服务器配置文件的卷连接配置新区域，请使用自动分区。 不会修改现有
的区域，除非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定义的 SAN 存储属性发生变化。

否 HPE OneView 不会修改分区。 您必须手动管理分区。

21.8 了解更多
• “了解资源模型” （第 35 页）

• “排除存储故障” （第 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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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用户和身份验证
设备要求用户使用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通过用户身份验证和基于角色的授权来保护安
全。 用户帐户可以是本地帐户，凭据存储在设备上；也可以位于放在其他地方的公司或组织目录
（如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中，设备连接到定义的目录服务器以验证用户凭据。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users、roles、authz、logindomains、
logindomains/global-settings 和
logindomains/grouptorolemapping

用户和组

22.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2.2 管理用户和组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用户界面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添加、编辑（包括更新用户密码）或删除使用本地身份验证的用户。

• 添加具有基于目录的身份验证的用户。

• 添加具有基于目录的身份验证的组。

• 指定用户权限。

• 重置管理员密码。

• 添加身份验证目录服务。

• 启用或禁用本地登录。

• 更改身份验证目录服务设置。

• 将身份验证目录服务设置为默认目录。

• 从设备中删除身份验证目录服务。

22.3 关于用户帐户
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

设备提供了默认角色以划分组织中的职责。 用户角色允许访问从设备中管理的特定资源。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强制授予权限，以执行分配给特定角色的特定操作。 可以为系统用户或进程
分配特定的角色，以便为其授予执行某些系统操作的权限。 由于不直接向用户分配权限，而通过
其角色获取权限，因此，通过向用户分配相应角色而管理个别用户权限。 在设备最初启动时，将
提供一个具有完全访问（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的默认管理员帐户。 有关每个角色可以执行的操
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本地身份验证

可添加一个用户，它经过授权，可访问受设备管理的所有资源（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用户），或
添加一个用户，它具有基于其工作职责的访问权限（基于角色的专家）。 对于这两种用户，可以
将用户登录信息与位于设备本地的身份验证目录进行比较以确认身份验证。

将为设备的默认管理员登录自动分配完全访问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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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录的身份验证

可添加一个用户，它经过成员身份授权，可访问受设备管理的所有资源（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用
户），或添加一个用户，它经过成员身份授权，具有基于其工作职责的访问权限（基于角色的专
家）。 对于这两种用户，可以将用户登录信息与企业目录进行比较以确认身份验证。

22.4 关于用户角色
通过使用用户角色，您可以根据工作职责为用户分配权限。 您可以为用户分配完全权限，也可以
分配部分权限以查看、创建、编辑或删除设备管理的资源。

表 10 用户角色权限

权限或特权用户类型角色

通过 UI 或 REST API 查看、创建、编辑或删除设备管理或监视的资源，包
括设备管理。

基础设施管理员还可以管理设备以活动、通知和日志的形式提供的信息。

仅基础设施管理员可以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基础设施管理员完全

查看管理或监视的资源信息。

无法添加、创建、编辑或删除资源。

只读只读

创建和下载备份文件、查看设备设置和活动。

有权使用脚本登录到设备，并运行脚本以备份设备。

无法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注意： 此角色专门用于一些脚本，这些脚本使用 REST API 登录到设备
以执行脚本化备份创建和下载，以使您不因备份操作而公开基础设施管理
员凭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具有该角色的用户不应通过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启动交互式登录会话。

备份管理员专用

查看、创建、编辑或删除网络、网络设置、连接、互连模块、上行链路集
和固件软件包。

查看相关的活动、日志和通知。

无法管理用户帐户。

网络管理员

查看、创建、编辑或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模板、网络集、机箱和固件软
件包。

访问物理服务器和虚拟机监控程序注册。

查看连接、网络、机架、电源和相关的活动、日志和通知。

添加卷，但是无法添加存储池或存储系统。

无法管理用户帐户。

服务器管理员

查看、添加、编辑或删除存储系统。

查看、添加或删除存储池。

查看、创建、编辑、添加或删除卷。

查看、创建、编辑或删除卷模板。

查看、添加或编辑 SAN 管理器。
查看或编辑 SAN。

存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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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用户角色权限 (续)

权限或特权用户类型角色

创建和修改映像流处理器构件文件，例如计划脚本、构建计划和部署计划
等。

分配黄金映像以进行部署。

从 Web 服务器拍照。
执行与构件文件包相关的所有操作。

可以执行设备重新启动、关闭、更新固件、备份、恢复和激活备用设备等
活动。

软件管理员

数据中心技术人员通过无凭据登录，可验证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Synergy 硬件的电缆布置并修复与首次设置硬件相关的警报。

硬件设置

22.5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下表列出了与每个用户角色关联的用户操作权限。

使用权限是一个特殊情况，您可以将对象与您拥有的对象相关联，但不允许更改这些对象。 例
如，在逻辑互连模块组中，不允许分配了服务器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定义逻辑互连模块组，但可以
在添加框体时使用这些组。

表 11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C=创建，R=读取，U=更新，D=删除，使用）
类别

软件管理
员

硬件设
置

只读存储管理员备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基础设施管理
员

CRUCRURCRURCRUCRUCRUD活动

RUDRUDRRUD—RUDRUDRUD警报

RRRRRRRCRUD设备

CRUD—RRCRUDRRCRUD构件文件包

———R—RRCR审核日志

RRRRCRDRRCRUD备份

R——R—CRURRU团体字符串

R—RRRCRRCRUD连接

R—RRRCRUDR，使用CRUD，使用连接模板

———————CRUD控制台用户

RCRUDRRRRCRUDCRUD数据中心

CRU—RR—CRUCRUCRUD调试日志

R—RRRRCRUDCRUD部署的目标

R—RRRRRCRUD部署群集

R—RRRRRCRUD部署组

R—RRRRRCRUD部署管理器

RCRUDRRRRCRUDCRUD设备托架

R—RRRCRURCRUD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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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续)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C=创建，R=读取，U=更新，D=删除，使用）
类别

软件管理
员

硬件设
置

只读存储管理员备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基础设施管理
员

RCRUDRRRRCRUDCRUD机箱

R—RRRRCRUD，使用CRUD，使用机箱组

R—RRRCRUDRCRUD以太网网络

CRUCRRR—CRUCRUCRU事件

R—RRRCRUDRCRUD结构

R—RCRUDRRRCRUDFC 别名

R—RCRUDRRRCRUDFC 设备管理
器

R—RRRRRRFC 端点

R—RRRCRUDRCRUDFC 网络

R—RRRCRUD，使
用

RCRUD，使用FCOE 网络

R—RRRRRRFC 端口

R—RRRRRRFC 提供程序

R—RCRUDRRRCRUDFC SAN

R—RCRUDRRRCRUDFC SAN 服务

R—RRRRRRFC 开关

R—RRRRRRFC 任务

R—RCRUDRRRCRUDFC 分区

RRRRRCRUDCRUDCRUD固件驱动程序

CRUDCRUDRCRUDRCRUDCRUDCRUD全局设置

CRUD—RRRRRCRUD黄金映像

CRUD—RRRRRCRUD黄金卷

——RR———CRUDgrouptorole
映射

R—RRRRRCRUDi3s 维护服务

CRUD—RRRRCRUDCRUDi3s 卷服务

R—RRRCRURCRUDID 范围
vmac（MAC
地址）

R—RRRRCRUCRUDID 范围 vsn
（序列号）

R—RRRCRURCRUDID 范围
vwwn（全球
通用名称）

R—RRRRRCRUD集成工具

214 管理用户和身份验证



表 11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续)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C=创建，R=读取，U=更新，D=删除，使用）
类别

软件管理
员

硬件设
置

只读存储管理员备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基础设施管理
员

RCRUD，
使用

RRRCRUDCRCRUD互连模块

RCRUDRRRCRUDRR，使用互连模块类型

CRUDRRCRUDRCRUDCRUDCRUD标签

R—RRRRCRCRUD许可

R—RRRRRR逻辑下行链路

R—RRRRU，使用R，使用CRU，使用逻辑互连模块

R—RRRCRUD，使
用

R，使用CRUD，使用逻辑互连模块
组

R—RR———CRUD登录域

——RURURURURUCRUD登录会话

——RCRUD，使用RR，使用RCRUD，使用管理的 SAN

R——————CRUD，使用可迁移的 VC
域

——RRRCRUD，使
用

R，使用CRUD，使用网络

R—RRRCRUDCRUD1CRUD，使用网络集

——RRRCRDCRDCRUD通知

CRUD—RRRRRCRUDOE 构建计划

CRUD—RRRRRCRUDOE 部署计划

——RR———CRUD组织

CRUD—RRRRRCRUD操作系统部署
计划

R—RRRRCRUDCRUD操作系统卷

CRUD—RRRRRCRUD计划脚本

R——R—RU，使用—RU，使用端口

RCRUDRRRRCRUDCRUD电源设备

RCRUDRRRRCRUDCRUD机架

R—RRRRRR报告

——R————CRUD恢复

——R————CRUD角色

——RCRUD，使用RRRCRUD，使用SAN

——RCRUD，使用RRRCRUD，使用SAN 管理器

RCRUD，
使用

RRRRCRUD，使用CRUD，使用服务器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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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续)

用户角色的操作权限

（C=创建，R=读取，U=更新，D=删除，使用）
类别

软件管理
员

硬件设
置

只读存储管理员备份管理员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基础设施管理
员

RCRUD，
使用

RRRRCRUD，使用CRUD，使用服务器硬件类
型

R—RRRRCRUDCRUD服务器配置文
件

R—RRRRCRUDCRUD无状态服务器

R—RCRUDRRRCRD存储池

R—RCRUDRRRCRUD存储系统

R—RCRUDRRRCRUD存储目标端口

R—RCRUDRRCRUDCRUD存储卷

R—RCRUDRRCRUDCRUD存储卷附件

R—RCRUDRRRCRUD存储卷模板

R—RRRCRUDRUCRUD，使用交换机

RRRRRRRR任务

R—RRRRRRU陷阱转发

RCRUDRRRRCRUDCRUD未管理的设备

R—RRRCRUDRCRUD上行链路集

——R————CRUD用户

——R————CRUD用户首选项

1 服务器管理员无法编辑带宽。

22.6 关于身份验证设置
可以通过用户身份验证和基于角色的授权来保护安全。 用户帐户可以是本地帐户，用户凭据存储
在设备上；也可以位于放在其他地方的目录（如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中，设备连接到指
定的目录服务器以验证用户凭据。

在登录到设备时，身份验证目录服务将验证每个用户的身份以确认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使用“身
份验证”设置面板在设备上配置身份验证设置，在首次设置设备期间，将使用默认值填充该面板。
要查看或更改“身份验证”设置，请使用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进行登录。 不允许其他用户更改或查
看这些设置。

可以从 UI 中选择“设置”→“安全性”→“身份验证”或使用 REST API 查看和访问“身份验证”设置。

22.7 关于目录服务身份验证
可以使用外部身份验证目录服务（也称为企业目录或身份验证登录域）为用户组提供单一登录，
而不是维护各个本地登录帐户。 为组中的每个用户分配同一角色（例如，基础设施管理员）。
一个身份验证目录服务例子是使用 LDAP（轻量目录访问协议）的公司目录。
配置目录服务后，组中的任何用户均可登录到设备。 在登录窗口中，用户：

• 输入其用户名（通常为公用名属性 CN）。
用户名的格式取决于目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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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其密码。

• 选择身份验证目录服务。

在会话控件 ( ) 中，将在名称前面添加身份验证目录服务以标识用户。 例如：
CorpDir\pat

重要信息：

与本地用户不同，如果将用户从一个身份验证目录中删除，其活动会话将保持活动状态，直到该
用户注销。

在身份验证目录组中的用户登录后，如果更改该组的组到角色分配（包括删除），在他们注销之
前，其当前活动会话不会受到影响。 在进行此类修改时，将终止本地用户的会话。

验证用户的身份

在设备中添加身份验证目录服务时，您可以提供位置条件以使设备能够找到组。

添加目录服务器

如果复制身份验证目录服务以提供较高的可用性或容错功能，请将复制的目录服务添加为单独的
目录服务。

在配置和添加目录服务器后，您可以将其指定为默认目录服务。

在添加身份验证目录服务和服务器后

您可以：

• 添加组，已在目录服务中定义该组，以使其所有成员能够登录到设备上。

• 仅允许使用本地登录，这是默认设置。

• 允许使用本地登录和目录服务验证的用户帐户的登录。

• 禁用本地登录，以便仅目录服务验证了帐户身份的用户能够进行登录。 将禁止本地帐户进行
登录。

配置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目录服务时的注意事项
• 下面将 Active Directory 属性映射到 LDAP 属性：

Active Directory 属性LDAP 属性

Common-Namecn

UIDuid

User-Principal-NameuserPrincipalName

SAM-Account-NamesAMAccountName

如果用户名不包含 @ 字符（表示 UPN）或 \ 字符（表示域\登录名），则按以下顺序尝试这
些登录名：

1. 用户名将被视为 sAMAccountName 并在前面添加目录名 (目录名\用户名)。
2. 用户名将被视为 UID。
3. 用户名将被视为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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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户对象是在 Microsoft 管理控制台的“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中创建的，则
默认名称如下所示。

请指定用户名的以下组成部分，它们在此处与相应的属性一起显示：

属性用户名组成部分

givenName名字

initial首字母

sn姓氏

标记为 Full Name 的字段默认为这种格式，并且此字符串已分配给 cn 属性（公用名）。
givenName.initials.givenName.initial.sn

在“新建对象 - 用户”对话框中，您还需要指定一个“用户登录名”。 它与 DNS 域名相结合，
将成为 userPrincipalName。
UserPrincipalName 是用户可用于登录的备用名称。 它采用以下格式：
LogonName@DNSDomain

例如：

JoeUser@exampledomain.example.com

• 最后，在输入“用户登录名”时，将在“Windows 2000 以前版本的登录名”字段中自动填充前
20 个字符，这将变为 sAMAccountName 属性。

• 不接受内置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的 CN 登录名，例如，Administrator。 如果正确
设置了相应的属性（sAMAccountName、userPrincipalName 和 UID），则可以接受其他登
录格式。

22.8 管理用户密码
具有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使用 UI 或 REST API 管理设备上的所有本地用户的密码。
没有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只能管理自己的密码。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您可以通过“用户和组”屏幕或 REST API 查看登录到设备的所有用户。 选
择任何用户，然后编辑其密码或分配的角色。

所有其他本地用户可以通过 UI 或 REST API 编辑自己的密码。 在 UI 中，单击顶部标题中的“会
话”图标，然后单击“编辑”图标以更改当前的密码或联系信息。

22.9 重置管理员密码
如果丢失或忘记管理员密码，请使用以下操作重置该密码。 通过执行该操作，您可以为本地
administrator帐户设置一次性密码。

注意： 该操作重置设备上的本地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它不适用于目录服务验证的管理员帐户。
在设备群集中，该操作重置两个设备上的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您需要从设备控制台中访问维护控制台，访问唯一的请求代码以及致电授权的支持代表；在验证
您的信息后，支持代表将发送授权代码。

前提条件 

• 您可以访问设备控制台。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1. 访问设备控制台。

2. 访问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3. 选择“重置密码”。
维护控制台将显示请求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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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只有在位于维护控制台的“密码重置”屏幕时，请求代码才有效。 如果返回到主
菜单或结束维护控制台会话，请求代码将失效。 您需要重新执行该步骤以获取新的请求代
码。

4. 致电授权的支持代表，并为支持代表提供以下信息：

• 请求重置密码的人员的姓名。

• 拥有设备的公司的名称。

• 维护控制台中的请求代码。

授权的支持代表验证该信息，然后向授权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邮件以进行存档。 该邮件包含
授权代码（也称为响应代码）。 将在该邮件中附加 ISO 映像（也是授权代码）。
有关如何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联系的信息，请参阅“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第 367 页）。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以在响应字段中输入授权代码。

重要信息： 您必须在一小时内输入授权代码，否则，授权代码将失效。

• 如果可以将信息粘贴到维护控制台中，请从电子邮件中复制授权代码，然后将其粘贴到
维护控制台的响应字段中。

• 从 ISO 映像中读取授权代码：
保存附加到电子邮件中的 ISO 映像。1.

2. 将 ISO 映像作为虚拟介质（虚拟 CD-ROM）进行安装。
3. 在维护控制台中选择“从 ISO 中读取”。
4. 维护控制台读取 ISO 映像，并稍后自动使用授权代码填充响应字段。

• 在响应字段中键入授权代码。

6. 确定一次性管理员密码。

7. 在出现提示时，输入新密码，然后重新输入。

8. 选择“确定” 以设置一次性密码。
9. 使用该帐户和一次性密码登录到 UI。
10. 在提供的屏幕中为该帐户设置新密码。
11. 注销并使用新密码重新登录到该帐户以进行验证。
另请参阅 

•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第 367 页）。

• “关于维护控制台”

22.10 了解更多
• “控制授权用户的访问” （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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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备份设备
本章介绍了如何使用 UI、REST API 或编写的自定义 PowerShell 脚本，将设备资源配置设置和
管理数据保存到备份文件中。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backups“设置”→“操作”

23.1 角色
具有基础设施管理员和备份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创建和下载备份文件，但仅基础设施管理员可
以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备份管理员有权使用脚本登录到设备，并运行脚本以备份设备。 该角色专用于创建和下载脚本化
备份。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具有该角色的用户不应通过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启
动交互式登录会话。

23.2 关于备份 Synergy Composer
HPE OneView 提供了将配置设置和管理数据保存到备份文件的功能，并允许在发生灾难性故障
时使用该备份来恢复损坏的设备。

备份过程涉及创建备份文件和随后下载该文件，以便您将其存放在安全（脱离设备）位置以供将
来使用。 可以安排自动备份操作，并为备份文件指定远程位置。
有关创建和存档备份文件的建议，请参阅“备份 Synergy Composer 的最佳实践”。
有关从 UI 中创建备份文件的过程，请参阅“手动备份 Synergy Composer”。 要配置远程存储的自
动备份，请参阅“配置自动远程备份”。

重要信息： 虽然仅在极少数情况下需要恢复设备，但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定期
备份设备配置（最好每天备份一次），尤其是：

• 在添加硬件后

• 更改设备配置后

• 更新设备固件前后

• 执行帧的出厂重置后

要防止覆盖或删除备份文件，请将其下载并保存到设备以外的地方，然后再运行下一个备份过
程。 设备每次存储一个备份文件或一个支持转储文件。 如果创建备份文件，将替换当前备份文
件或支持转储文件。 同样，如果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将替换以前的支持转储或备份文件。
如果在执行支持转储操作时开始备份，在支持转储操作完成后，才会执行备份操作。 如果您（作
为基础设施管理员）在执行备份操作时开始执行支持转储操作，您可以选择取消备份并执行支持
转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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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OneView 专门提供了备份管理员用户角色用来备份设备，仅允许该角色访问其他资源视图，
而不允许对这些资源执行操作或其他任务。 仅基础设施管理员或备份管理员可以通过 UI 或 REST
API 创建备份文件。

备份过程不备份的内容备份过程备份的内容

• 非数据文件：作为执行环境的一部分安装并且不是设备或管理的
环境配置特定的静态文件

• 日志文件（审核日志文件除外）

• 设备网络配置

• 首次设置配置文件

• 固件软件包

• HPE OneView 未设置的任何服务器设置，例如以下设置：

■ 引导和 BIOS 配置设置

■ SAN 和本地存储配置

■ 网络配置

HPE OneView 既不验证也不保留的设置等设置

• HPE OneView 数据库

• 系统文件：

■ 非数据库数据

■ 审核日志

■ 许可证文件

可以使用备份文件执行以下操作：

• 恢复从中创建备份文件的设备。

• 将设置恢复到其他设备。 例如，如果设备发生故障，而且无法进行维修，您可以使用备份文
件将管理配置设置和管理数据恢复到通过相同版本的计算机映像创建的替换设备。

通过 REST API 可：

• 从设备外部计划备份过程。

• 按照您的站点策略收集备份文件。

• 与企业备份和恢复产品集成在一起。

群集设备的注意事项 

• 在群集设备中，备份涉及两个群集成员。

• 在设备群集中，可执行以下操作：

从设备群集创建备份文件并将它用于恢复设备群集。■

■ 从独立设备创建备份文件并将它用于恢复设备群集。

■ 从设备群集创建备份文件并将它用于恢复独立设备。

但是，备用设备和所恢复的设备必须为同一型号，并且其版本必须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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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备份 Synergy Composer 的最佳实践

说明方法

始终使用 HPE OneView 备份功能备份设备。创建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使用自动远程备份功能定期备份设备配置，最好每天备份一次。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还建议在下列情况下手动备份您的设备：

• 在添加硬件后

• 更改设备配置后

• 更新设备固件前后

您应始终具有与设备固件版本相同的备份文件。 否则，恢复操作将失败。

• 导入机箱之前和之后

• 执行帧的出厂重置后

可以在使用设备和执行正常活动期间备份设备。 在创建备份文件之前，不需要等待任务停止。

频率

备份文件格式是专用的。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
1. 创建并下载备份文件。
2. 将备份文件存储在设备以外的安全位置以保护敏感数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提供多种 REST API 与企业备份产品相集成。

存档

23.4 确定备份策略
备份文件是设备配置和管理数据在创建备份文件时的快照。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
定期创建备份，最好每天创建一次备份，并在管理的环境中进行硬件或软件配置更改后创建备
份。

作为从设备 UI 中使用“设置”→“备份”→“操作”→“创建备份”的一种替代方法，您可以编写并运
行一个脚本以自动创建和下载设备备份文件。 您可以计划在交互或批处理模式下定期自动运行备
份脚本。 仅具有备份管理员或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交互地运行脚本。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提供并建议使用一个远程备份工具以存储备份文件。 进行初始配置
后，将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自动执行备份，并发送到用户的 SSH 或 S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夹。

23.5 手动备份 Synergy Composer
备份文件保存设备的配置设置和管理数据。 可通过从备份文件恢复设备，从灾难性故障中恢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备份 Synergy Composer”。

注意： 为减小备份文件大小和缩短创建备份文件所需的时间，备份文件中不包括已上载到设备
的固件软件包。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软件管理员或备份管理员

• 已完成备份设备的所有最佳实践。

手动备份 Synergy Composer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备份”面板中，单击“创建备份”。
• 在“设置”屏幕上，单击“备份”，然后选择“操作”→“创建备份”。
在创建备份文件时，将在“概述”窗格中显示进度栏。
等待备份文件创建过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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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单击“创建备份”通知标题以获取详细信息和备份文件的名称，该文件的格式为：
appliance-host-name_backup_yyyy-mm-dd_hhmmss.bkp

3. 验证是否正确创建了备份文件。 备份文件名称应反映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4. 在创建备份文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以从设备中下载备份文件：

• 在“备份”面板中，单击“下载备份”。
• 选择“操作”→“下载备份”。

5. 在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选项，以便保存备份文件以妥善保管：

• 选择“将备份传输到远程备份位置”以在指定的远程备份位置中存储备份文件。
有关配置远程备份位置和启用该功能的信息，请参阅“配置自动远程备份”。

• 选择“将备份下载到我的计算机”以在本地计算机上存储备份文件。
不要在设备上存储备份文件。

更多信息

关于备份设备
备份设备的最佳实践
配置自动远程备份
故障排除：备份文件创建或下载操作失败
“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23.6 使用 REST API 创建和下载设备备份文件
在启动备份后，将创建 TaskResource URI 以用于跟踪备份进度。 在备份完成后，可以使用
GET REST API 操作下载和更改备份文件名称。 最新的备份存储在设备中，在启动新备份时将替
换该备份。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备份管理员

使用 REST API 创建和下载设备备份文件

1. 创建备份文件。
POST /rest/backups

2. 下载备份文件。
GET /rest/backups/archive/{backup URI}

注意： 在完成 POST 操作后，将返回 TaskResource URI 和备份 URI。 可以使用
TaskResource URI 监视备份进度。 在下载备份文件或执行其他操作时，请使用备份 URI 访问
特定的备份。

23.7 创建自定义脚本以创建和下载设备备份文件
如果您希望编写自定义脚本以创建和下载设备备份文件并计划按照 IT 策略运行该脚本，请参阅
“示例备份脚本”以查看示例 PowerShell 脚本。

23.8 配置自动远程备份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备份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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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计算机上的用户帐户以及该帐户的凭据。

配置自动远程备份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备份”面板中，单击 。

• 单击“备份”，然后选择“操作”→“编辑备份”。
3. 提供编辑备份屏幕中请求的数据。

注意： 根据选择的内容，将隐藏或显示某些字段。

在计划自动远程备份时，请在“时间”中输入以冒号分隔的两个数值。

4. 单击“确定”。
5. 监视生成和传输的测试备份文件进度以验证是否成功完成配置。

更多信息

“关于备份 Synergy Composer”

23.9 禁用自动远程备份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禁用自动远程备份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备份”面板中，单击 。

• 单击“备份”，然后选择“操作”→“编辑备份”。
3. 在“编辑备份”屏幕中，选择“启用远程备份位置”以删除复选标记。
将不再显示屏幕的其余部分。

4. 单击“确定”。
将保留计划数据，以备您需要再次启用自动远程备份。

更多信息

“关于备份 Synergy Composer”

23.10 了解更多
• “基本故障排除方法” （第 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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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本章介绍了如何使用 UI、REST API 或编写的自定义 PowerShell 脚本通过备份文件恢复损坏的
设备。 只需要执行恢复操作即可从灾难性故障中恢复，而不是解决可使用其他方法解决的小问
题。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restores“设置”→“操作”

有关恢复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置”屏幕的联机帮助。

重要信息： 请始终使用 HPE OneView UI 和 REST API 恢复操作来恢复设备。

24.1 角色
具有基础设施管理员或备份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创建和下载备份文件，但只有基础设施管理员
可以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24.2 关于恢复 Synergy Composer
如果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所有管理数据和大多数配置设置将替换为备份文件中的数据和设
置，包括用户名和密码、审核日志，但不包括设备 IP 地址设置。
在恢复操作期间，设备无法正常运行，而执行此过程可能需要数小时的时间；要恢复的资源和设
备越多，恢复操作所需的时间越长。 在启动后，无法取消或撤消恢复操作。 在执行恢复操作时，
设备将阻止登录请求。

重要信息： 从灾难性故障恢复时才需要执行恢复操作，而可使用其他方法解决的小问题不需要
这样做。

因此，在完成恢复操作后，您可以通过在设备上创建的备份文件恢复同一设备；如果设备发生故
障，而且无法进行维修，可以通过其他设备中的备份文件恢复该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运
行同一版本 HPE OneView 的设备创建备份文件。

说明恢复操作期间的操作

在恢复操作期间，设备固件验证资源清单（机箱、服务器、互连模块），并将备份文件
中的数据与管理的环境的当前状态进行比较。 管理的环境状态可能与创建备份文件时
的环境状态不同。 在执行恢复操作后，设备使用警报报告它无法自动解决的任何差异。

验证资源清单

在恢复操作期间，设备将重新查找每个机箱以验证其内容 — 尤其是要确保该设备仍可
以声明它们，并且 HPE OneView 的给定实例是机箱的管理器。

重新查找机箱以验证内容

设备还清除没有分配配置文件但配置了虚拟 ID 的服务器硬件的虚拟 ID。 在上次进行备
份后，这些服务器可能分配了配置文件。

另请参阅“恢复后的任务”。

清除虚拟 ID

可以使用 UI 上载备份文件和从该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完成该操作。
群集设备的注意事项 
通常，在恢复操作期间：

• 从备份文件恢复活动设备。

• 备用设备加入活动设备，形成群集设备。

• 备用设备将其数据与所恢复的活动设备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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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不恢复以下这些网络设置：

• 群集设备的主机名

• 群集设备的 IP 地址

• 网关 IP

• 子网掩码

•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意： HPE Synergy Composer 和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与相应凭据和已声明的管理 IP
地址配对。 Synergy Composer 需要凭据才能访问和管理框体链路模块。 当 Synergy Composer
和框体链路模块均处于出厂状态时，会在硬件的首次发现过程中进行同步。 Synergy Composer
只能通过还原备份来恢复凭据。

高度可用时更换 Synergy Composer 不需要任何补救步骤，除非是更换发生故障的群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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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恢复 Synergy Composer 的最佳实践

最佳实践主题

1. 记下所使用的密码。
保留设备上的当前用户帐户的列表。

恢复操作将用户名和密码重置为在创建备份文件时生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2. 创建支持转储。
可以使用支持转储诊断在恢复操作之前发生的故障。

3. 下载并妥善存放现有的审核日志。
恢复操作通过备份文件恢复审核日志，从而覆盖现有的日志。

4. 停止所有自动计划的备份。
如果 HPE OneView 配置为自动备份，设备恢复后将恢复备份。

5. 使计划发出上载请求的设备可以访问备份文件。 如果使用企业备份产品存档备份文件，则按照
该备份产品对于为恢复操作做准备所需的任何步骤进行操作。

警告！ 将在恢复过程中删除本地备份文件。 下载备份文件并将其存储在设备以外的安全位
置，以便将来进行恢复。

6. 如果在创建备份文件后将硬件添加到设备，则在恢复过程完毕时，设备数据库中没有该硬件。
接下来，如果通过备份文件进行恢复，您必须将该硬件添加到设备中，然后重复执行在创建备
份文件和完成恢复过程之间所做的任何其他配置更改（例如，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

准备工作

• 确保注销登录到设备上的所有用户。 将自动注销在恢复操作开始时登录的用户，他们将丢失正
在进行的工作。 恢复操作期间禁止所有用户登录。

通知用户

• 使用最新的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备份文件不包括任何在创建备份文件后进行的更改。

• 确保设备 IP 地址是您希望设备在恢复操作后使用的地址。 不会从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IP 地址。

• 确保恢复的设备与创建了备份文件的设备具有相同的固件版本；否则，恢复操作将失败。

平台类型、硬件型号以及设备固件的主要和次要编号必须一致才能恢复备份。 设备固件版本采
用以下格式：

主设备号.次设备号.修订版本号-内部版本号

修订版本号和内部版本号不必匹配。

如果备份文件与设备上的固件不兼容，上载将返回错误并停止恢复操作。 您需要更新固件，或
选择不同的备份文件。

• 如果需要将备份恢复到新设备，而旧设备仍可以正常工作（硬件未出现故障），可删除旧设
备。 删除设备可确保它不再管理在创建备份文件时管理的设备。 如果多个设备尝试管理相同
的设备，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

• 如果备份文件是在不同于正在还原的设备上创建的，则重新配置原来的设备，以使其在备份文
件已创建时不再管理其正在管理的设备。 如果多个设备尝试管理相同的设备，可能会发生严重
的错误。

使用正确的备份
文件

24.4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Synergy Composer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时，将替换设备上的所有管理数据和大多数配置设置。 将要求您重新输入
未解决的数据（如果适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恢复 Synergy Composer”。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软件管理员。

• 已完成恢复设备的所有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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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如果要使用在其他设备上创建的备份文件恢复新的或替代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新的或替代设备上安装 HPE OneView。 有关说明，请参阅《HPE OneView 安装指南》。
2. 为新设备配置与创建备份文件的设备相同的网络设置。 因此，可以使用网络将备份文件上载
到新设备。

有关网络配置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中有关添加或编辑设备屏幕的详细信息。

如果新设备的网络配置与备份文件中的网络配置不完全匹配，则网络配置与备份文件的网络
证书中的信息不匹配。 因此，浏览器失去了与设备的连接，并且无法恢复设备。

3. 配置新设备网络后，继续恢复操作，如以下过程所述。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Synergy Composer
按照适用于您的环境和做法的方案中的步骤进行操作：

• “方案：选择备份文件并立即开始恢复”

• “方案：选择备份文件并稍后开始恢复”
方案：选择备份文件并立即开始恢复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选择“备份”。
2. 选择“操作”→“从备份进行恢复”。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

3. 阅读屏幕上的通知，然后选择“选择备份文件”。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将备份文件拖放到所指示的文本框中。

• 单击“浏览”，然后选择要上载的备份文件。

注意： 并非所有浏览器和浏览器版本都可将文件拖放到应用程序上。

5. 单击“上载并恢复”。
请耐心等待，直到恢复过程完成。 期间有一个状态页指示进度。
恢复过程完毕后，您将返回登录页，在该页上可登录到所恢复的设备。

6. 上载服务器配置文件、机箱和逻辑互连模块使用的固件软件包。 这些固件软件包不会保存为
备份文件的一部分。 请参阅每个配置文件的固件基准设置以确定所需基准的文件名。
如果使用 HPE OneView 创建了自定义 SPP，在将基本 SPP 和修复程序上载到存储库后，
请使用 CMDLET Restore-HPOVCustomBaseline 重新创建自定义 SPP。 有关详细信
息，请访问 https://github.com/HewlettPackard/POSH-HPOneView/wiki/
Restore-HPOVCustomBaseline。

7. 登录到设备以确认成功完成了恢复操作，然后成功解决恢复操作无法自动解决的任何差异。
请参阅“恢复后的任务”。

方案：选择备份文件并稍后开始恢复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选择“备份”。
2. 选择“操作”→“从备份进行恢复”。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

3. 阅读屏幕上的通知，然后选择“选择备份文件”。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将备份文件拖放到所指示的文本框中。

• 单击“浏览”，然后选择要上载的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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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并非所有浏览器和浏览器版本都可将文件拖放到应用程序上。

5. 单击“仅上载”。
请耐心等待，直到文件上载完成。

随后将显示一个进度条。 文件上载完毕后，将显示文件名、创建日期和版本。

6. 在准备好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时，返回到对话框，验证备份文件是否正确并已上载该备份
文件。

7. 选择“从备份文件恢复”。
8. 单击“恢复”。
请耐心等待，直到恢复过程完成。 期间有一个状态页指示进度。
恢复过程完毕后，您将返回登录页，在该页上可登录到所恢复的设备。

9. 上载服务器配置文件、机箱和逻辑互连模块使用的固件软件包。 这些固件软件包不会保存为
备份文件的一部分。 请参阅每个配置文件的固件基准设置以确定所需基准的文件名。 不需
要上载设备映像中包含的默认基准 Service Pack for ProLiant - Base Firmware。

如果使用 HPE OneView 创建了自定义 SPP，在将基本 SPP 和修复程序上载到存储库后，
请使用 CMDLET Restore-HPOVCustomBaseline 重新创建自定义 SPP。 有关详细信
息，请访问 https://github.com/HewlettPackard/POSH-HPOneView/wiki/
Restore-HPOVCustomBaseline。

10. 登录到设备以确认成功完成了恢复操作，然后成功解决恢复操作无法自动解决的任何差异。
请参阅“恢复后的任务”。

24.5 使用 REST API 通过备份文件来恢复设备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已在设备中上载备份文件。

使用 REST API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1. 启动恢复过程。
POST /rest/restores

将返回 {restore URI}。

2. 列出恢复过程的状态。
GET /rest/restores

24.6 创建自定义脚本以恢复设备
如果您希望编写脚本以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请参阅“示例恢复脚本”以查看可针对您的环境自
定义的示例 PowerShell 脚本。

24.7 恢复后的任务
在恢复操作期间，设备将备份文件中的数据与管理的环境的当前状态进行比较。 存在一些恢复操
作无法自动解决的差异，例如，如果在创建备份文件后添加了服务器。 在恢复后，设备无法识别
这些服务器上的网络配置，因而可能会导致重复的 MAC 地址和全球通用名称 (WWN)。
在恢复操作完成后，您必须手动解决任何剩余的警报，并将这些服务器重新添加到设备中以消除
出现重复 ID 的风险。 如果强制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或强制删除硬件而未先取消配置，您还
必须执行硬件（服务器、互连模块和机箱）手动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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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恢复后在网络上出现重复的 ID
1. 在完成恢复操作后，请重新添加在选定的备份后添加的任何机箱或服务器硬件。

2. 对于有关服务器配置文件与服务器硬件不匹配的任何警报：

a. 确定具有错误消息中的不匹配类型的所有服务器配置文件。 创建这些服务器配置文件和
分配的服务器硬件的列表。

b. 关闭服务器的电源，然后分别取消分配所有服务器配置文件。 从“服务器配置文件”屏幕
中，选择“操作”→“编辑”，然后从服务器硬件下拉选择器中选择“取消分配”。 单击“确
定”。

c. 再次选择“操作”→“编辑”，然后将所有记录的配置文件重新分配给记录的服务器硬件。
3. 对于任何有关 ID 范围的警报，网络管理员应检查地址和标识符范围，如果需要，则编辑这
些范围。

4. 为步骤 1 中添加的任何机箱中的服务器重新创建任何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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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管理设备
25.1 更新设备

您可以通过设置屏幕或 REST API 管理设备更新。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appliance/firmware设置

25.1.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1.2 任务
在更新设备时，一个用户需要访问设备并导致设备重新启动。 这不会中断运行管理的设备，但会
导致该设备停机。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确定是否具有较新的设备更新。 （所需的最低权限：只读权限、网络管理员或基础设施管理
员）

• 更新设备。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1.3 关于设备更新
设备运行混合的软件和固件。 使设备上的软件和固件保持最新可解决问题、提高性能以及在设备
中添加新功能。 有更新可用时，设备并不自动通知您，您必须自行判断是否已发布设备更新文
件。

要查看安装的设备固件版本，请使用“设置”→“设备”视图。
然后，验证是否可以从 www.hpe.com/info/hpeoneview/updates 网站中下载设备更新文件的
较新版本。

在更新设备之前，请查看《HPE OneView 发行说明》以了解支持的升级途径、更新中提供的新
功能、最佳实践、限制、故障排除提示和技巧以及在更新设备后是否必须重新启动设备。

注意： 在下载设备更新文件时，将在下载对话框中显示指向更新《HPE OneView 发行说明》
的链接。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单击该链接以阅读信息，然后保存并打印信息以供将
来参考。 在开始下载后，无法再次访问该链接。

您可以通过“设置”→“设备”→“操作”→“更新设备”菜单或 REST API 管理设备更新。 在更新过程
中，从单个文件安装设备更新。 可将该文件直接下载到设备，也可先下载到另一计算机，然后将
该文件传输到设备。

在安装设备更新后，设备将重新启动并变为脱机状态。 设备脱机时不影响所管理的资源；即在设
备脱机时，这些资源继续正常运行。

群集设备的注意事项 

• 如果设备更新失败，设备将恢复到其初始软件版本。

• 更新高可用性群集时，这两个设备（首先是活动的设备，然后是备用设备）更新到新的软件
版本。

• 如果活动设备无法更新，它（和备用设备）将恢复为更新之前的软件版本。

• 如果活动设备更新成功，但备用设备更新失败，则高可用性设备群集将丢失。 重新映像备用
设备，以便其版本与活动设备相匹配。 然后，启动它，使其加入活动设备，形成设备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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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备用设备时可以使用设备服务。 但是，在备用设备更新完成之前不会恢复设备群集。

25.1.4 了解更多
有关获取软件更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第 367 页）。

25.2 管理高可用性设备群集
25.2.1 确定 Synergy 框体的活动和备用设备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设备”。
2. 找到“设备”面板。
如果组成设备群集，将标识这些设备。

活动设备和备用设备是分别按框体和框体中的托架编号标识的。

更多信息

关于高可用性

25.2.2 关于高可用性设备群集
HPE OneView 通过包含两个设备的设备群集实现高可用性。 设备是由其角色定义的：

功能角色

当前托管设备群集的服务。活动

在活动设备变得不可用时，准备变为活动设备。 在以下情况下，备用设备变为活动设备：

• 实际卸下活动设备或断电。

• 群集成员之间的连接中断。

• 活动设备反复遇到软件故障，从而导致自行重新引导。

备用

如果具有兼容的固件版本，并且不再将以前的备用设备配置为备用设备或将其从机箱中卸下，
则准备变为备用设备。

未使用

备用设备监视活动设备并在联系中断时接管控制权。

请考虑两个群集成员 A 和 B：

• 备用设备 (B) 检测到它无法再与活动设备 (A) 进行通信。

• 群集成员 B 导致 A 重新引导。

• 群集成员 B 作为活动设备接管运行控制权。

• 群集成员 A 变为备用设备。

• 设备群集再次具有高可用性。

25.2.3 激活备用设备
可以使用该步骤从 UI 中激活备用设备，以强制备用设备与活动设备交换角色。

注意：

• 设备在角色交换期间不可用，无法在重新分配服务时响应请求。

将在活动设备上停止 HPE OneView 服务，并在备用设备上重新启动这些服务。 正在执行的
操作可能会失败并需要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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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或软件管理员。

• 活动设备必须能够访问备用设备并与之完全同步。

激活备用设备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在“设置”屏幕上单击“设备”。
2. 选择“操作”→“激活备用设备”。
3. 通过检查屏幕或使用维护控制台的 View details 命令来验证是否激活了备用设备。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中的“查看设备详细
信息”。

另请参阅 
“关于高可用性设备群集”

25.2.4 从设备群集中删除一个 Synergy Composer
可以在 HPE OneView 中使用该步骤从设备群集中删除一个可访问的设备。
从机箱中卸下 HPE Synergy Composer 以进行维修或更换之前，您需要从群集中删除设备。
只能从设备群集中删除备用设备。 要从群集中删除活动设备，您必须激活备用设备，以便两个设
备交换角色。

在以下情况下，如果从群集中删除备用设备，并且具有已打开电源并且可用的未使用设备，未使
用的设备将扮演备用设备角色：

• 未使用的设备已打开电源。

• 未使用的设备具有与活动设备相同的型号。

• 未使用的设备运行与活动设备相同的 HPE OneView 版本。
否则，活动设备变为单独的设备。

重要信息： 从群集中删除设备时，该设备将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然后关闭电源。 在打开电源
后，该设备才能加入群集。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从设备群集中删除一个 Synergy Composer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在“设置”屏幕上单击“设备”。
2. 使用“设备”面板上的信息确定要删除的设备是活动设备还是备用设备。
3. 要删除活动设备，请激活备用设备。

在操作结束时，两个设备已交换角色，以前的活动设备现在是备用设备，以前的备用设备是
当前活动设备。

4. 选择“操作”→“删除备用设备”。
5. 选择“是，删除备用设备”。
6. 通过检查屏幕或使用维护控制台的 View details 命令来验证是否从群集中删除了备用设
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中的“查看
设备详细信息”。

另请参阅 

• “关于高可用性设备群集”

• “激活备用设备”

• 有关从框体中实际卸下 HPE Synergy Composer 的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设备维护
和维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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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管理设备可用性
在关闭设备时，管理的资源将继续运行。 有关设备如何处理意外关机以及执行哪些操作以进行恢
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 “设备如何处理意外关闭” （第 237 页）

• “在重新启动设备时执行的操作” （第 237 页）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关闭或重新启动设备的信息。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appliance/shutdown设置

25.3.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3.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关闭设备（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重新启动设备。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3.3 从 UI 中关闭 Synergy Composer
可以使用此步骤从 UI 中执行设备正常关机。

注意： 对于群集设备，该操作依次关闭备用设备和活动设备。

不过，如果未连接备用设备，该操作将关闭活动设备的电源。 只有重新打开电源才能重新启动主
动设备。 如果重新启动活动设备但仍未连接备用设备，则需要从维护控制台中激活它。 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中的“关于维护控制台”。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软件管理员。

• 确保已完成或停止所有任务，并注销所有其他用户。

从 UI 中关闭 Synergy Composer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单击“设备”。
2. 选择“操作”→“关机”。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通知您将注销所有用户并取消正在执行的任务。

3. 在该对话框中，选择“是，关机”。
4. 观察关闭过程以进行验证。

25.3.4 从 UI 中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可以使用此步骤从 UI 中执行设备正常关机和重新启动。 将返回到登录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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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对于群集设备：

• 将重新启动活动设备和备用设备。

• 先完成重新启动操作的设备变为活动设备。 在这些设备形成设备群集时，另一设备成为备用
设备。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软件管理员。

• 确保已完成或停止所有任务，并注销所有其他用户。 否则，重新启动设备将断开连接用户并
中断运行的任务。

从 UI 中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单击“设备”。
2. 选择“操作”→“重新启动”。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以通知您将注销用户并中断运行的任务。

3. 在该对话框中，选择“是，重新启动”。
4. 再次显示登录屏幕时，请登录以进行验证。

重要信息： 如果未连接备用设备，请在重新启动后使用维护控制台激活该设备。 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中的“关于维护控制台”。

25.3.5 设备如何处理意外关闭
设备具有一些功能（如自动备份和高可用性），可以自动从意外关闭中恢复，并且管理的资源在
设备脱机时继续运行。 不过，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使用设备高可用性和备份功能以
确保每天备份一次设备，以及在进行重大配置更改（如添加或删除网络）时备份设备。

设备恢复操作

设备在重新启动时执行以下操作：

• 检测以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并恢复这些任务（如果这样做安全的话）。 如果设备无法完成某个
任务，则会通知您该任务已中断或处于某种其他错误状态。

• 尝试检测当前环境与设备关闭时的环境之间的区别，然后用检测到的更改刷新其数据库。

如果确定设备数据与当前环境不符，则可要求设备刷新某些资源（如机箱）的数据。

在更新管理的资源固件期间恢复设备

如果设备在对所管理的资源进行固件更新期间关闭，则设备在重新启动时将检测到更新失败，并
将固件更新任务标为处于出错状态。 要更新此资源的固件，必须重新启动固件更新任务。

在重新启动设备时执行的操作

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用户界面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检查严重警报或失败的任务，然后按照提供的解决方法说明进行操作

• 如果显示的资源信息不正确或不一致，请手动刷新资源

• 创建支持转储（在发生意外崩溃时，建议创建该文件以帮助支持人员解决问题）

• 如果在关闭设备时正在执行固件更新任务，请更新资源的固件。

25.4 管理设置
在“设置”屏幕中，设备信息分为几个面板，其中您可以看到诸如“作用域”和“代理”设置等类别的
当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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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rest/scopes“设置”→“作用域”

/rest/proxy“设置”→“代理”

25.4.1 角色
•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4.2 任务
联机帮助提供了下列任务的信息：

• 创建、删除和编辑新作用域。

• 将资源分配给作用域。

• 配置设备 HTTPS 代理设置。

25.4.3 将 Synergy Composer 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出厂重置将设备恢复为原始出厂设置。 这不会更改安装的固件版本。
您可以选择保留或清除设备网络设置。 需要使用保留的网络设置执行出厂重置，以从无法恢复的
错误状态中恢复 Synergy Composer。 该选项排除大多数故障，以便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您可能需要重置设备以将其停用（以便迁移硬件），或者将设备恢复为已知状态以重新使用（例
如，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小心：

• 该操作在 HPE OneView 中清除设备数据，包括日志和管理的设备设置。
此操作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管理的设备的配置。 因此，如果 HPE OneView 无法再管理设
备，则可能需要手动清理这些设备。

• 在重置操作期间，不允许执行 REST 调用和 GUI 操作。

• 如果使用出厂设置未将 Synergy Composer 恢复为正常状态，则可能需要重新映像设备。

重要信息：

• 在设备群集中，在重置活动设备之前，必须从群集中删除备用设备。 在删除备用设备时，将
其重置为出厂设置并关闭该设备。

• 如果要在重置或重新映像 Composer 后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设置，
并且该备份文件包含机箱的管理配置，您不需要将所有管理的框体重置为出厂设置。

• 如果要重新导入并管理 HPE Synergy 框体，您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HPE OneView 设备重置为出厂设置。
2. 然后，将该 HPE Synergy Composer 管理的所有框体重置为出厂设置。
如果将 HPE Synergy 框体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还会删除这些框体中的互连模块上的
网络配置，这会影响在这些框体中的计算模块上运行的工作负载。

• 如果您没有 HPE OneView 的备份文件，则需要对域中的所有设备执行出厂重置。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确保已完成或停止所有任务，并注销所有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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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ynergy Composer 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1. 如果停用设备及其管理的环境，请从 HPE OneView 中删除所有硬件以取消管理，例如：

• 删除或取消分配所有服务器配置文件。

• 删除所有逻辑机箱。

• 删除在 HPE OneView 中分配的任何存储卷。

• 将管理的设备（通过 IP 地址池配置的）重置为默认 IP 寻址。
2.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单击“设备”。
3. 选择“操作”→“出厂重置”。
4. （可选）选择“保留设备网络设置”以清除设备数据，而不会中断网络连接，例如，重建设
备。

5. 选择“确定”。
6. 如果停用设备，请确保取消管理 HPE OneView 所管理的所有硬件。
在运行此操作时，将显示一个进度栏。 将自动禁用登录。 在几分钟后完成设备重置时，可以像
首次使用时一样登录并设置设备。

25.4.4 关于设备代理设置
在“代理”面板中，您可以设置 HTTPS 代理、客户端连接的端口号以及身份验证是否需要使用用
户名和密码。

25.4.5 关于作用域
作用域是可用于限制操作范围的资源组。 例如，您可以根据以下内容创建作用域：

• 组织或部门（市场营销、研发、财务）

• 使用情况（生产、开发、测试）

• 技能（Linux、Windows）
在定义作用域并为其分配资源时，您可以：

• 将显示在用户界面 (UI) 中的资源限制为分配给作用域的资源。

• 根据以前定义的作用域配置警报的经过过滤的电子邮件通知。

“支持作用域的资源类别”列出可添加到作用域的资源的类别。 有一些资源类别不能添加到作用
域。

更多信息

关于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25.4.5.1 支持作用域的资源类别
在作用域中只能添加或删除以下资源类型：

• 机箱

• 服务器硬件

• 网络（以太网、FC 和 FCoE）

• 网络集

• 互连模块，不包括 SAS 资源

• 逻辑互连模块，不包括 SAS 资源

• 逻辑互连模块组，不包括 SAS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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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对于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未在此处分类的资源包括在任何作用域中。 指定一个或
多个作用域的电子邮件通知过滤器不会消除由此处当前未分类的资源生成的警报。

抑制来自非作用域资源的警报需要使用关联的资源类别，如联机帮助中的“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和
过滤器条目”中所述。

25.5 管理地址和 ID 池
在启动时，将为 MAC 地址、WWN 和序列号提供一组默认虚拟 ID 池。 如果需要额外的地址或
标识符，您可以添加自动生成或自定义范围的 ID 池。
您可以通过 UI 的“设置”屏幕或 REST API 管理这些 ID 池。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id-pools设置

25.5.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5.2 有关地址和标识符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查看活动 ID 池及其属性的列表。

• 添加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

• 为 MAC 地址、WWN 或序列号添加自动生成的 ID 池。

• 为 MAC 地址、WWN 或序列号添加自定义 ID 池范围。

25.5.3 关于 ID 池
ID 池是包含一个或多个可以随机生成或指定的范围的集合，以提供较大的地址空间。 默认情况
下，在初始化设备时，将自动为每个连续 MAC 地址、WWN 和序列号创建一个虚拟 ID 池。 池
由地址和 ID 范围组成。 您可以分别启用或禁用范围，或删除任何未使用的范围。 ID 池范围与物
理 ID 不冲突，但前提是创建的虚拟范围不包括物理 ID 范围。
在各种应用程序中使用 IPv4 地址池：
• 使用您定义的一个或多个 IPv4 地址范围创建 IPv4 子网。 要为设备托架分配静态 IP 地址，
请将这些 IP 范围与机箱组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 IP 地址将分配给填充这些托架的服务器硬
件的 iLO。 IP 范围还与互连模块托架相关联，在这种情况下 IP 地址将分配给互连模块。

• 将 IPv4 子网与以太网网络相关联。 如果这是用作部署网络的 iSCSI 网络，则 Image Streamer
设备可以使用来自其中一个设备管理范围的 IP 地址。

• 对于 Image Streamer，将为要从其在 Image Streamer 设备上托管的操作系统卷进行引导的
服务器分配 IPv4 地址作为部署地址（iSCSI 发起程序）。

注意： 不能使用保留的 172.30.254.0 至 172.30.254.255 范围内的 IPv4 地址。 HPE OneView
在机箱域中的内部专用 VLAN 上使用此范围。

240 管理设备



支持的 ID 池

说明ID 池

具有 4 个以句点分隔的八位字节（十进制数 0-255）的点分十进制表示法，例如，
192.168.1.1

IPv4 地址

• 表示为 12 个十六进制字符的 6 字节数字，字节以冒号 (:) 分隔

• 仅单播地址范围，不能设置多播位

虚拟 MAC 地址 (vMAC)

• 表示为 16 个十六进制字符的 8 字节数字，字节以冒号 (:) 分隔虚拟全球通用名称 (vWWN)

• 10 个大写字母数字字符虚拟序列号 (vSN)

更多信息

“Image Streamer IPv4 地址要求”

25.5.4 Image Streamer IPv4 地址要求
为 Image Streamer 配置规划 IPv4 子网和地址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 每个 Image Streamer 设备对需要使用 5 个 IPv4 地址。

• 额外的 Image Streamer 设备对需要使用更多的 IPv4 地址（每个 Image Streamer 设备对 5
个）。

• 额外的部署网络需要使用更多的 IPv4 地址。 每个需要从一对 Image Streamer 设备中引导
的服务器需要使用一个 IPv4 地址。

25.5.5 添加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
可以添加以支持 iSCSI 网络的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网络管理员、基础设施管理员

• “Image Streamer IPv4 地址要求”

添加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单击“地址和标识符”，然后单击“操作”→“编辑”。
• 将指针悬停在“地址和标识符”面板中，然后单击 “编辑”图标。

2. 单击“添加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然后输入请求的子网信息。
3. 单击“添加地址范围”，然后输入请求的地址信息。
4. 单击“添加”或“添加 +”以添加其他地址范围。
5. 单击“添加”或“添加 +”以添加其他子网和地址范围。
6. 单击“确定”以提交更改。
7. 确认在 “IPv4 子网和地址范围”面板中显示新的地址范围。

25.6 管理设备的安全功能
要了解设备的安全功能，请参阅“了解 Synergy Composer 的安全功能” （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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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启用或禁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对设备的支持访问
HPE OneView 包含一个技术功能，现场授权支持代表可以通过系统控制台访问您的系统以评估
报告的问题。 这种访问是由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生成的密码控制的，仅为授权支持代表
提供该密码。 您可以在系统运行时随时禁止访问。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appliance/settings设置

25.7.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7.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通过“设置”屏幕或 REST API 启用或禁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访问的信息。

25.8 管理 TLS 证书
传输层安全 (TLS) 证书可证明设备的身份。 基础 HTTP 服务器需要使用该证书与客户端 Web 浏
览器建立安全（加密）的通信通道。

您可以通过“设置”屏幕或设备设置 REST API 管理证书。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certificates设置

25.8.1 角色
• 所有任务所需的最低权限（除非另有说明）：基础设施管理员

25.8.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创建自签名证书。

• 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 导入证书。

• 查看 TLS 证书设置（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备份管理员或只读权限）。

25.8.3 了解更多
请参阅“了解 Synergy Composer 的安全功能” （第 57 页）。

25.9 管理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公钥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公钥将验证以下信息：

•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创建了软件包 (RPM) 和更新。

• 在签名后未对代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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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9.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通过“设置”屏幕或 REST API 管理公钥以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获取和安装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公钥。

• 查看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公钥。

25.10 下载审核日志
审核日志可帮助安全管理员了解执行的安全相关操作。 您可以收集授权的支持代表所需的日志文
件和其他信息，以使他们可以诊断和排除设备故障。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audit-logs设置

25.10.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25.10.2 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如何通过“设置”屏幕或 REST API 下载审核日志的信息。

25.10.3 下载审核日志
审核日志向安全管理员显示进行了哪些与安全相关的操作。

可下载日志文件和其他信息，供授权支持代表用于诊断设备和排除其故障。

注意： 群集设备只有一个审核日志。 可以从两个设备中下载该日志。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下载审核日志

1.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
2. 单击“安全”。
3. 选择“操作”→“下载审核日志”。
4. 设备生成审核日志的压缩文件，然后将其下载到您的本地计算机。

压缩文件是按照以下格式命名的：

audit-logs-yyyy_mm_dd-hh_mm_ss

yyyy_mm_dd 表示创建文件的日期，hh_mm_ss 表示创建文件的时间。 审核日志文件的名
称会在屏幕上显示。

审核日志文件将下载到默认下载文件夹中。 如果未在浏览器中配置默认下载文件夹，则会提
示您指定目标文件。

5. 验证是否将日志下载到正确的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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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4 了解更多
• “了解审核日志” （第 61 页）

• “选择审核日志策略” （第 62 页）

25.11 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笔记本计算机或视频显示器、键盘和鼠标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25.11.1 使用键盘、视频显示器和鼠标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25.11.1.1 前提条件

• 您可以物理接触框体。

• 具有显示器端口电缆或适当活动适配器的视频显示器

• USB 键盘和鼠标

注意： 每个连接位置上只有一个 USB 端口。 如果键盘和鼠标需要多个 USB 端口，则必须使
用 USB 集线器。

25.11.1.2 使用键盘、视频显示器和鼠标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1. 将视频显示器连接到显示器端口，并将键盘和鼠标连接到 USB 端口。
有两个位置可以连接视频显示器、键盘和鼠标：

• 前面板模块上的框体前面（左图）

• 任一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上的框体背面（右图）

2. 在连接后，将显示 Synergy 控制台。

25.11.2 通过笔记本计算机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25.11.2.1 前提条件

• 您可以物理接触框体。

• 您为 DHCP 配置了笔记本计算机的以太网端口并启用了自动协商

• 一根 CAT5 电缆

25.11.2.2 通过笔记本计算机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1. 将 CAT5 电缆连接到笔记本计算机上的以太网端口。
2. 将 CAT5 电缆连接到前面板模块上框体前面的笔记本端口上（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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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笔记本计算机上，启动 VNC 客户端应用程序以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如果 VNC 客户端有提示，则输入 Synergy 框体的 IP 地址（包括端口 5900）进行连接：
192.168.10.1。

4. Synergy 控制台现在可以使用 VNC 客户端连接。

25.12 准备 U 盘以重新映像设备
重要信息：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在更新设备固件后立即准备 U 盘，以便始终具有
与当前安装的 HPE OneView 版本匹配的 U 盘。
对于具有多个 HPE OneView 版本的环境，请创建单独的 U 盘，每个版本一个 U 盘。

前提条件 

• 运行 Linux 或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 具有 4 GB 或更多存储容量的 U 盘

• Internet 连接
准备 U 盘以重新映像 HPE Synergy Composer
1. 将 U 盘插入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中。
2. 如有必要，请删除任何不需要的分区以确保具有足够的磁盘空间。

3. 按照以下准则，将 U 盘格式化为一个 FAT32 分区：
• 对于 Linux 操作系统，使用 /sbin/fdisk /dev/sdx 命令，其中 x 表示使用的 USB
端口的数字驱动器。

对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右键单击“计算机”窗口中的 USB 图标，然后选择“格式化”。

注意：

■ 有关格式化 U 盘的步骤的具体信息，请参阅操作系统联机帮助。

■ 指定 U 盘的标签。 它可以是所需的任何名称，但 EMBEDDED 除外，这是保留的名
称。 请考虑将日期作为标签的一部分。

• 仅创建一个主分区。 如有必要，请删除任何现有的分区。

• 如果出现提示，请为“容量”指定最大值。

• 分区类型为 W95 FAT32 或 FAT32。

• 如果出现提示，请将分配单元大小指定为 4096 字节。

• 如果出现提示，请接受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块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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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以下网站中下载压缩的映像：

http://www.hpe.com/downloads/oneview/download
5. 对压缩的映像进行解压缩。

6. 将压缩的映像内容复制到 U 盘中。

重要信息： 不要重命名这些文件。

7. （可选）拔下 U 盘并将其保存好以备将来使用。

更多信息

“使用预装的 U 盘重新映像设备”
“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25.13 使用预装的 U 盘重新映像设备
可以使用该步骤重新映像要添加到当前配置的 HPE Synergy Composer，或重新映像 HPE Synergy
Composer 以更换有缺陷的 Synergy Composer。
重新映像 Synergy Composer 可以确保它具有与配置中的任何其他 Synergy Composer 相同的固
件版本。

小心： 该操作清除重新映像的 HPE Synergy Composer 上的数据。

是否应将框体重置为出厂设置？：

如果要在重新映像后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设置，并且该备份文件包含它
管理的机箱的管理配置，则不需要将管理的框体重置为出厂设置。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出厂重置
说明。

否则，您必须将该 HPE Synergy Composer 管理的所有框体组件重置为出厂设置。
如果必须重置框体组件，则确保在 HPE Synergy Composer 进行重新映像时不要对框体链路模
块进行出厂重置。 应在 HPE Synergy Composer 重新映像后重置框体链路模块。

前提条件 

• 预装的 U 盘

• 可以访问 HPE Synergy Composer 的面板
使用预装的 U 盘重新映像 HPE Synergy Composer
1. 如果在框体中具有两个 HPE Synergy Composer 设备，请确定需要重新映像的设备。
如果这些设备组成一个群集，请删除备用设备。

如果无法删除该设备，则从框体中卸下对等设备。 在执行映像操作后，您可以再次插入该设
备。

2. 将预装的 U 盘插入到需要重新映像的 HPE Synergy Composer 的 USB 端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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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使用 Synergy 控制台来监视重新映像和重新引导操作：
a. 将键盘、视频显示器和鼠标连接到位于以下位置的显示器端口和 USB 端口：

• 在框体的前面板上（左图）或

• 在框体背面的任一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上（右图）

在连接后，将显示 Synergy 控制台。

b. 单击位于屏幕右上角的监视图标。

c. 从“设备”子菜单中选择要监视的 HPE Synergy Composer。
将打开一个串行控制台窗口。

d. 按 Enter 键。
4. 找到 HPE Synergy Composer 面板上的“电源/重置”按钮。 请参阅步骤 2 中的插图。 如果具
有两个 Composer 设备，请找到需要重新映像的设备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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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源/重置”按钮中的针孔
2. 电源/重置
3. 活动 LED 指示灯

5. 使用棉签或回形针按住“电源/重置”按钮中的针孔超过 10 秒。

注意： 短暂按下该按钮将导致 HPE Synergy Composer 重新引导，但不会重新映像该设
备。

在 10 秒后，“活动 LED 指示灯”开始闪烁，这意味着，已触发重新映像过程。
6. 在看到“活动 LED 指示灯”闪烁时，立即松开针孔按钮。
如果已连接，Synergy 控制台将显示进度消息。
在重新映像后，HPE Synergy Composer 将重新引导，将固件更新为预装的 U 盘上存储的
版本，然后启动 HPE OneView。 重新映像应在大约一小时内完成，此时，将在 Synergy 控
制台中显示初始 HPE OneView 登录屏幕。

7. 通过检查“设置”屏幕的“设备”面板上的固件版本号或使用维护控制台的 View details 来
验证 Synergy Composer 是否进行了重新映像。

8. （可选）拔下预装的 U 盘并将其保存好以备将来使用。
9.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Synergy Composer。
后续步骤 
第 7 章“快速入门：初始设置”

更多信息

“准备 U 盘以重新映像设备”
“关于恢复 Synergy Composer”
“恢复 Synergy Composer 的最佳实践”
“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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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分 监视
此部分中的章节介绍了如何使用设备监视数据中心。 在配置设备并在其中添加数据中心资源后，您可
以使用此部分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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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监视数据中心状态、运行状况和性能
本章介绍了使用 HPE OneView 监视数据中心状态、运行状况和性能的建议最佳实践。

26.1 日常监视
在数据中心日常监视过程中，请务必快速扫描该设备管理的资源以评估数据中心的整体运行状
况。 通过查看 UI 屏幕，您可以快速分析数据中心的状态和状况。

26.1.1 初始检查：控制板
“控制板”提供了您有权查看的设备资源的概览运行状况摘要。 “控制板”可以显示以下内容的运行
状况摘要：

• 服务器配置文件

• 服务器硬件

• 机箱

• 逻辑互连模块

• 存储池

• 卷

• 设备警报

通过图标显示每个资源的状态：正常 ( )、警告 ( ) 或严重 ( )。 可以单击为每个资源显示的
状态图标，链接到 UI 中的资源屏幕以了解详细信息。
要了解“控制板”屏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控制板屏幕”。

26.1.2 活动
“活动”屏幕提供了运行状况日志和状态通知。 设备验证环境中的资源的当前活动，并在“活动”屏
幕和关联的资源屏幕上发布警报以供您查看。

“活动”屏幕也是一个数据库，其中包含已同步或异步运行并由用户或系统启动的所有任务。 它类
似于审核日志，但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可以通过 UI 轻松访问此屏幕。

26.1.3 利用率图表
对于某些资源，设备从管理处理器（iLO 和 iPDU）中收集 CPU、功率和温度利用率统计信息。
通过使用利用率图表，您可以了解相对于可用容量的最近利用率统计信息，查看利用率随时间的
变化趋势以及查看过去的利用率信息。 可以将鼠标悬停在 UI 中的利用率区域上以显示工具提示。
“机箱”屏幕 查看过去的功耗（平均、峰值和功率限额）和温度指标。

“服务器硬件”屏幕 查看过去的 CPU 利用率/CPU 频率、功耗（平均、峰值和功率限额）和温
度指标。

“输电设备”屏幕 查看过去的功耗（平均和峰值以及最后 5 分钟和过去的 24 小时）指标。
“机架”屏幕 查看过去的功耗（平均、峰值和功率限额）和温度指标。

“互连模块”屏幕 查看上行链路端口的位传输速率统计信息（发送和接收）。

“存储系统”屏幕 查看空间的存储容量大小（以太字节 (TiB) 表示）。
要了解利用率图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7 章“管理功率和温度”。

26.1.4 监视数据中心温度
该设备提供了详细的监视数据，您可以使用这些数据以确定数据中心的设备的电源和散热容量。
虽然数据中心的总体散热效果可能很好，但由于各种原因（如通风条件差、热量散发过于集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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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尽头气流返回），也可能存在散热不好的区域。 要轻松找出温度问题并查找数据中心的所有
区域中的热点，请使用数据中心 UI 屏幕提供的三维可视化功能。
要了解温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7 章“管理功率和温度”。

26.2 监视数据中心的最佳实践
下面提供了一些建议的最佳实践，说明了如何使用 HPE OneView 设备以确保数据中心环境中的
管理的组件正常运行。

26.2.1通过设备 UI 监视运行状况的最佳实践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使用以下最佳实践监视您的环境中的资源运行状况。

常规运行状况监视步骤

相关信息监视步骤

“关于活动”
“使用控制板屏幕”

1. 导航到“活动”屏幕，并使用最适合的过滤选项过滤活动。
也可以从“控制板”屏幕中开始查看特定资源的警报。

“图标说明”2. 导航到特定的资源屏幕以查看该资源的特定活动。
在资源屏幕上，通过运行状态图标验证资源实例的状态。

3. 检查每个具有警告或错误状态的资源实例。

4. 展开严重和警告警报以查看完整说明，然后单击“事件详细信息”以
查看有关导致警报的事件的额外信息。

5. 按照建议的解决方法（如果有）中的说明进行操作，或分析警报以
纠正问题。

注意： 如果警报为 Active，并且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则可以
清除该警报。 如果警报为 Locked，不纠正导致该警报的情况就
无法清除它。

要监视网络的当前运行状况，请导航到“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资源以查看最近的活动、警
报和通知以及当前运行状态。

26.2.2 通过 SCMB 或 REST API 监视运行状况的最佳实践
要确保您的数据中心环境中组件的运行状况，可使用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SCMB) 来接收运行状态
消息。 SCMB 使用异步消息传送方式向订户通知受管资源（逻辑和物理）的更改。 例如，您可
以在新服务器硬件添加到受管环境或物理资源的运行状态发生变化时收到通知。

要使用 REST API 监视运行状况，请参阅以下内容：

• 总体运行状况监视

• 服务器硬件运行状况监视

• 网络运行状况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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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运行状况监视

注意： 您可以在所有受管的服务器和某些监视的服务器上查看运行状况和警报。 要查看可以监
视哪些服务器，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中受监视的服务器硬
件。

监视步骤

• 根据严重性或日期过滤警报以查看当前运行状况问题。
GET /rest/alerts?filter="severity='{UNKNOWN, OK, WARNING, CRITICAL}'"&filter="created='{YYYY-MM-DDThh:mm:ss.sssZ}'"

注意： DISABLED 严重性不适用于警报。

有关警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脚本联机帮助。

• 获取特定物理资源类型的警报，例如，服务器硬件。

GET /rest/alerts?filter="physicalResourceType='{physical_server}'"

有关服务器硬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脚本联机帮助。

查看导致特定警报的原始事件。

1. 选择一个警报。
GET /rest/alerts/

2. 使用警报 ID 获取特定的警报。
GET /rest/alerts/{id}

3. 获取关联的事件。
GET /rest/events/{id}

• 解决问题。 请使用建议的解决方法（对特定警报资源执行 GET 操作并查看 correctiveAction 属性）或分析
警报。

服务器硬件运行状况监视

如果服务器硬件中检测到问题，则说明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变为警告或严重状态。 如果服务器配置
文件已在错误状态下应用于服务器硬件，那么服务器配置文件也将处于错误状态。

监视步骤

• 使用警报中的详细信息解决问题。 如果可用，请先尝试使用建议的解决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对警报进
行额外的分析以确定最佳的解决方法。
GET /rest/alerts?filter="physicalResourceType='{physical_servers}'"&filter="severity='{WARNING, CRITICAL}'"

有关警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脚本联机帮助。

• 确保将服务器配置文件正确分配给服务器硬件。

有关服务器配置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脚本联机帮助。

网络运行状况监视

要在设备上确定一个或多个网络的当前运行状况，请查看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警报以验证连
接是否正确。 要列出警报，您可以对警报执行 GET 操作，然后过滤与互连模块相关的警报。 要
列出状态，您可以对互连模块和逻辑互连模块执行 GET 作，然后过滤 OK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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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步骤

查看互连模块的警报。

1. 选择一个互连模块警报。
GET
/rest/alerts?filter="physicalResourceType='{interconnect}'"&filter="severity='{WARNING,
CRITICAL}'"

2. 使用警报 ID 获取特定的警报。
GET /rest/alerts/{id}

有关互连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 REST API 章节。

过滤具有不正常堆叠的逻辑互连模块。

1. 获取不正常的逻辑互连模块。
GET /rest/logical-interconnects?filter="stackingHealth='{Unknown, Disconnected}'"

2. 使用互连模块 ID 查看特定的不正常互连模块。
GET /rest/logical-interconnects/{id}

有关逻辑互连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 REST API 章节。

• 使用警报中提供的信息解决问题。 请使用建议的解决方法（如果有）或分析警报。

有关警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脚本联机帮助。

26.3 管理活动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查看资源的活动。

• 按运行状况、状态或日期过滤活动。

• 为警报分配所有者。

• 为警报添加注释。

• 清除警报。

• 将清除的活动恢复为活动状态。

26.3.1 关于活动
“活动”屏幕列出有关数据中心内发生的设备活动和事件的警报和其他通知。 您可以过滤、排序和
展开屏幕区域以优化显示的信息。 通过活动详细信息中的链接，还可以查看有关特定资源的其他
信息，尤其是需要立即关注通知报告的事件时。

“活动”屏幕上的组件
此处显示的图像表明屏幕上可用于监视、决定和管理活动的重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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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默认情况下，“活动”屏幕显示已发生的“全部”警报、任务和事件。 要快速过滤默认活动列表
以显示需要关注的通知，请单击  图标以从“全部”切换到“需要关注”。
使用“过滤器”菜单栏上的过滤器和日期范围选择器确认要查看的活动类型。 要在过滤器标题
上展开任何过滤选择器的选项，请单击每个过滤选择器旁边的  图标。

2 使用“操作”菜单分配、清除或恢复选定的通知。
3 要为特定用户分配警报或其他通知，请选择每个通知的“所有者”列中列出的名称。
4 展开通知后，单击“事件详细信息”链接以查看有关此通知的详细信息，在此处可能会发现需
要关注的活动的具体纠正措施。

5 开始在注释框中键入内容，以在通知中添加说明或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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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为了更好地查看或更便于编辑，可以单击并拖动注释框的右下角以展开该框。

6
单击  图标以展开通知视图，查看有关该通知的所有信息。 单击  图标以将通知折叠为
单行摘要。

7 如果通知所报告的状态不是“正常”（绿色），则单击链接以查看有关生成该通知的资源的视
图详细信息。

26.3.2 活动类型：警报和任务

26.3.2.1 关于警报
设备使用警报消息报告它管理和监视的资源的问题。 这些资源生成警报以通知您，发生了某种有
意义的事件，并且可能需要采取措施。

事件描述了在资源上发生的单个问题或变化。 例如，事件可能是从服务器的 Integrated Lights-Out
(iLO) 管理处理器中收到的 SNMP 陷阱。
每个警报包含有关它报告的事件的以下信息：严重性、状态、说明和紧急性。 您可以清除警报，
为警报分配所有者以及在警报中添加注释。

在警报处于活动或已锁定状态时，它们将影响资源的整体显示状态。 在将其状态更改为已清除
后，它们不再影响显示的状态。

重要信息：
设备保留传入警报的流水数。 每隔 500 条警报消息，设备即判断警报数是否已达到 75000 条。
在达到该数量时，将自动进行清理以删除一些警报消息，直到总数少于 74,200 条。 在运行自动
清理时，它先删除最早清除的警报。 然后，它按严重性删除最早的警报，从最不严重的警报开
始。

更多信息

“服务警报”

26.3.2.1.1 关于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警报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上的 HPE OneView 服务器运行状况监视功能不会从各种设备“按原样”
转发陷阱消息， 而是转发在 HPE OneView 中作为 SNMP 陷阱创建的与 HPE Synergy 服务器和
框体链路模块相关的警报。 这些警报是在 HPE OneView 中分别基于服务器 iLO 和框体链路模块
发送的无代理管理服务 (AMS) SNMP 陷阱和富基础设施服务 (RIS) 事件创建的。 警报作为 HPE
OneView 陷阱转发到“设置”屏幕上 SNMP 面板中指定的目标 IP 地址。
有关“添加陷阱目标”的信息，另请参阅联机帮助。
cpqoneview.mib 文件定义陷阱格式。 该文件是唯一的 MIB，它提供特定于 HPE OneView 管
理的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机箱的警报定义。
要下载 HPE OneView 陷阱 MIB，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在下面的 URL 中输入 HPE OneView 设备的 IP 地址：
https://OneView_IP/cpqoneview.mib

• 从位于以下地址的 HPE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MIB 套件获取：http://
h20564.www2.hpe.com/hpsc/doc/public/display?
docId=emr_na-c04272529〈=en-us;cc=us

另请参阅：

• 《在 HPE OneView 中支持包含 AMS 陷阱的 HPE iLO 4 发出警报》，网址为 http://
www.hpe.com/support/Synergy/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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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2 关于任务
所有用户或系统启动的任务将报告为活动：

• 在用户添加、创建、更新或删除资源时，将创建用户启动的任务。

• 其他任务是由设备上运行的进程创建的，例如，收集服务器的利用率数据。

任务日志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来源，您可以使用这些信息解决问题。 您可以确定执行的任务
类型、是否完成了任务、完成任务的时间以及启动任务的用户。

任务类型如下所示：

说明任务类型

用户启动的任务，例如，创建、编辑或删除机箱组或网络集用户

设备启动的任务，例如，更新利用率数据设备

在后台执行的任务。 不会在日志中显示该类型的任务。后台

重要信息： 设备维护一个任务数据库，其中可容纳大约相当于半年的任务或 50000 个任务的信
息。 如果任务数据库超过 50,000 个任务，则删除一些包含 500 个任务的任务块，直到任务数量
少于 50,000 个。 将从数据库中删除超过 6 个月的任务。
任务数据库与存储的警报数据库相互分离。

26.3.3 活动状态

说明状态活动

未清除或解决警报。

将在资源的整体运行状态中考虑资源的活动警报。

活动警报构成警报计数摘要。

活动警报

内部资源管理器设置的活动警报（已锁定）。

无法手动清除已锁定警报。 检查与警报关联的纠正措施以确定如何解决该问
题。 在解决该问题后，资源管理器将警报转变为活动状态。 此时，您可以
清除或删除该警报。

资源的已锁定警报构成其整体状态。

已锁定

已处理、注释或解决警报。 当不再需要跟踪某个活动时，可以清除该活动。
设备自动清除某些活动。

已清除活动不会影响资源的运行状态，不会在显示的摘要中计入这些活动。

已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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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状态活动

暂停向 HPE 提交支持案例。挂起服务警报

已向 HPE 提交支持案例。已提交

HPE 已收到支持案例。已接收

已打开支持案例。打开

已关闭支持案例。

注意： 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关闭支持案例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 如果这是测试事件

• 如果没有为设备启用 Remote Support

• 如果支持合同或保修不涵盖设备

已关闭

服务请求在处理期间遇到错误。错误

没有服务警报。 这是默认值。无

已启动并完成运行任务。已完成任务

已启动并正在运行任务，但尚未完成。正在运行

尚未运行任务。挂起

运行了任务，但已中断。 例如，任务可能正在等待资源。中断

任务失败或生成严重警报。

请立即调查错误状态。

错误

任务正常关闭或取消。已终止

发生了可能需要引起注意的事件。 警告可能表示设备中有某些情况不正常。
请立即调查警告状态。

警告

26.3.4 活动状态
对于大多数 HPE OneView 资源，显示的状态表示单个资源，而不是子组件的累积值，但 HPE
Synergy 框体除外。 HPE Synergy 框体的总体运行状态显示在主窗格中，它反映了所有基础设
施组件的最严重运行状态。 可以在“机箱”屏幕上的“前视图”或“后视图”面板中看到 HPE Synergy
框体中的每个组件（如风扇或服务器）的运行状态图标。

如果特定基础设施组件出现问题，则会生成一个警报，并在“机箱”屏幕上的“通知”面板中显示该
警报。 例如，如果 HPE Synergy Composer 检测到某个风扇出现警告情况，HPE Synergy
Composer 将为该风扇显示“警告”状态并生成警报。 类似地，Composer 为电源生成“严重”状态
并生成警报。 在这种情况下，HPE Synergy 框体的总体状态为“严重”。

说明状态

收到严重警报消息，或者任务失败或中断。

请立即调查严重状态活动。

严重

发生了可能需要引起注意的事件。 警告可能表示设备中有某些情况不正常，需要关注。
请立即调查警告状态活动。

警告

对于警报，正常表示资源中的行为或信息正常。

对于任务，正常表示已成功完成任务。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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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状态

警报或任务的状态未知。

设置为以后运行的任务的状态为未知。

未知

禁止继续执行或完成任务。已禁用

26.3.5 服务警报
设备（如 iLO）可能会生成与警报关联的服务警报。 在“活动”屏幕中显示时，服务警报提供服务
信息以便于拨打服务电话，包括案例标识符（案例 ID）和主要联系人信息。 主要联系人信息是
在配置 Remote Support 时输入的。
对于在保修期内或支持合同当前涵盖的设备，在恢复正常时（例如，在更换发生故障的风扇后），
Remote Support 自动关闭并清除服务警报。 对于支持合同当前未涵盖的设备，Remote Support
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更多信息

“活动状态”

26.4 管理电子邮件通知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有关使用 U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配置设备发送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

• 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 启用或禁用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

• 清除警报。

• 删除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26.5 有关警报消息的电子邮件通知
当特定警报发生时，此功能会通知指定的收件人。

如果配置并启用此功能，设备除了发布警报外还会执行以下步骤：

• 设备将警报与已配置的搜索条件进行比较。

• 如果该警报匹配，它将创建包含警报文本的电子邮件。

• 设备会将纯文本和 HTML MIME 类型的电子邮件发送给指定的收件人。 发送这两种类型的
电子邮件时，允许收件人的邮件应用程序确定显示内容。

您可以启用或禁用此电子邮件通知功能，或者根据需要启用或禁用单个过滤器通知。

设备提供多达 100 个收件人和过滤器组合，并在单个电子邮件中允许多达 50 个收件人。 这种灵
活性让您可以精确调整发送哪些警报消息以及将消息发送给谁。 例如，您可以配置设备向一个收
件人发送警告警报，而向另一个收件人发送紧急警报。

您可以发送测试消息以验证配置。

26.6 配置设备发送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使用此步骤可配置设备发送警报电子邮件消息。 稍后，您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收件人或过滤器
条目。

注意： 只可以配置电子邮件通知过滤器以获取警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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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配置设备发送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1. 从主菜单中，导航到“设置”屏幕。
2. 找到“通知”面板中，然后单击 。

3. 在“编辑通知”屏幕的“电子邮件”面板中提供所需的数据：

注意： SMTP 服务器将自动确定设备电子邮件地址的域名。 如果您需要指定 SMTP 设置，
请单“SMTP 选项”提供这些设置。

4. 继续添加一个或多个条目。

26.7 使用控制板屏幕
26.7.1 了解控制板

“控制板”上的图表直观地表示数据中心的设备和管理的资源的总体运行状况和状态。 从“控制板”
中，您可以立即查看需要引起注意的资源。 要直接访问需要关注的资源，请单击资源名称。
每次登录到设备后，看到的第一个屏幕都是“控制板”。 任何时候要查看“控制板”图表，请从主菜
单中选择“控制板”。
“控制板”显示了与分配的用户角色相关联的最相关资源的状态。 如果您分配了多个角色，如网络
和存储的角色，缺省情况下控制板显示每个角色会将在控制板显示的资源的组合。 您可以通过添
加、删除和移动资源面板自定义您的“控制板”显示。

26.7.2 “控制板”屏幕详细信息

重要信息： 首次登录到设备时“控制板”为空白，因为尚未配置任何资源。
如果是首次登录到设备，则参阅“快速入门：初始设置” （第 101 页）以定义数据中心环境并使基
础设施接受设备的管理。

将指针悬停在某个图块上可查看该图块表示的资源实例数。 如果悬停在同一图表中的不同图块
上，则在图表中心显示的文本和数字将发生变化。 单击一个扇区以转到按状态或与该扇区关联的
值过滤的资源页。

如果在窄屏幕上查看“控制板”，对于具有多个图表的资源，将垂直排列这些图表，您可以使用滚
动条导航到每个图表。

“控制板”显示以下图表类型：

说明图表类型

“状态”图表概括地介绍运行状况。
资源名称旁显示的数字指示设备已知的资源实例总数。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单击资源名称以显
示资源的主屏幕，然后查看详细的运行状况和状态信息。

在“状态”图表上，深灰色图块指示因被禁用或不受设备管理而未报告信息的资源数。
要根据资源的状态过滤其视图，请单击状态图标。

要了解运行状态和严重性图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图标说明”。

状态

“具有配置文件的服务器”图表报告分配了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服务器硬件实例数。
如果图表不是纯蓝色，则将指针悬停在浅灰色图块上以查看未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的服务器数。

具有配置文件的服
务器

“刀片托架”图表报告所有管理的机箱托架中的服务器硬件实例数。
如果图表不是纯蓝色，则将指针悬停在浅灰色图块上以查看空机箱托架数。

刀片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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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3 如何解读控制板图表
“控制板”图表颜色可帮助您迅速解释所报告的数据。
表 12 控制板图表颜色

指示颜色

正常运行状态绿色

发生了可能需要引起注意的事件黄色

需要立即关注的严重错误情况红色

对于状态图表，表示与测量的数据匹配的资源实例（纯蓝色图表表示 100%）
对于自定义图表，可能具有不同的蓝色阴影，分别表示不同的属性值。

蓝色

与测量所得的数据不符的资源实例（与蓝色合用，共计 100%）浅灰色

报告正常、警告或严重以外的状态的资源实例数，即，它们处于已禁用或未知状态深灰色

状态图标

为了帮助您识别未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资源，状态图标指示具有正常 ( )、警告 ( ) 或严重 ( )
状态的资源数。

您可以选择一个状态图标以查看资源的主屏幕并按该状态过滤资源实例，或者单击相同颜色的圆
环扇区。 如果没有定义任何资源，或未检测到任何具有特定状态的资源实例（由数字零表示），
则关联的图标几乎没有颜色（很浅的灰色）。

要了解如何解释图表上显示的数据，请查看图后显示的编号说明。

图 19 控制板示例

1 单击资源名称，查看资源的主屏幕以了解详细信息。 相邻数字指定了设备管理的资源的实例
数。 在此示例中，向设备添加了三个机箱，并且一个机箱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2 在将指针悬停在控制板面板时，其他图标将“机箱”面板中所示的样子显示出来。
• 删除 (x) 图标可以从控制板中删除该面板。

• 可以使用移动 ( ) 光标将面板移动到控制板上的不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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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自定义面板，还会显示编辑 ( ) 图标，通过它可编辑自定义面板。
3 “互连模块”资源的图表示例显示总共 7 个互连模块，其中 4 个都处于“严重”状态，而其他 3
个报告处于运行状况良好的状态。

单击“严重”状态图标以打开“互连模块”屏幕，以便开始调查原因。
4 “状态”图表上，深色灰色图块表示未报告状态信息的资源数，因为该资源已被禁用或其状态
未知。

“服务器硬件”资源的示例图表显示总共 30 个服务器硬件实例，其中 14 个实例已禁用或者是
未知设备。 请将指针悬停在深灰色图表扇区上以查看具有已禁用和未知状态的服务器硬件实
例数。

5 通过使用  图标，您可以添加自定义或预定义面板以自定义控制板。 请参阅“自定义控制板”
以了解有关自定义面板的详细信息。

6 “以太网”图表说明了一个自定义的面板，在此用户已定义分配给该用户的以太网网络数量。
有关更多帮助，请参阅“自定义控制板”。

7 “存储池”图表报告受设备管理的存储池的状态（如果有的话）。
请参阅“关于存储池”以详细了解存储池。

8 “设备警报”区域汇总了与设备相关的重要警报，通常是关于备份和许可问题的警报。 此处不
包括与其他资源相关的警报。

如果检测到一个设备警报，则会在此处显示警报文本。 对于多个警报，将显示警报数，而您
可单击“设备”以直接转到“活动”屏幕，获得所有与设备相关的警报的过滤视图。
请参阅“关于活动”以了解警报的详细信息。

26.7.4 自定义控制板
您可以自定义控制板以显示感兴趣的面板。

• 您可以从一组预定义的面板（例如未分配警报或服务器配置文件）中选择。

• 通过使用控制板查询选择您想要查看的数据，您可以创建或编辑您自己自定义的面板。

• 您可以重新排列或移动控制板上的面板，使其符合您的需要。

• 您可以卸下您不感兴趣的面板。

注意： 如果要清除任何控制板自定义内容并将控制板恢复为默认设置，请参阅联机帮助以了解
有关重置控制板的信息。

26.8 管理 Remote Support
26.8.1 关于 Remote Support

可以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中注册以允许自动为服务器和机箱上的硬件故障创建支持案
例并启用 ProactiveCare。 一旦启用，所有在将来增加的合格设备都将被自动启用来进行 Remote
Support。
符合条件的设备是 Gen8 和更高版本的刀片和机箱。

注意： 服务器必须处于 iLO 2.1 固件级别或更高级别，才能被启用来进行 Remote Support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将与您联系以运送更换部件，或者派工程师维修签订保修或支持合
同的设备。

Remote Support 启用 Proactive Care 服务，包括主动扫描报告和固件/软件分析报告以及基于收
集的配置数据的建议。

Remote Support 是安全的。 不会收集业务数据，仅收集设备特定的配置和故障数据。 所有通信
都是仅出站通信，并使用行业标准 TLS 加密以确保信息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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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Remote Support 文档

26.8.2 关于渠道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ID 将合作伙伴唯一地标识为 HPE 授权合作伙伴。 如果未指定其他渠道合作伙伴，则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是默认渠道合作伙伴。

HPE 授权经销商
通过启用 Remote Support，您可以允许经销商在 HPE 支持中心的 Insight Online 中访问配置报
告和合同保修报告，以及配置详细信息和一些合同与保修详细信息。

HPE 授权服务合作伙伴
除了为授权经销商提供的以上信息以外，服务合作伙伴还可以访问服务事件状态和报告以及指向
HPE 渠道服务网络门户的链接。

26.8.3 关于数据收集
根据您的保修和服务协议，基本收集将配置信息发送到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以提供分析
和主动服务。 将每隔 30 天传输一次这些数据。
活动运行状况收集将有关服务器的运行状况、配置和运行时遥测的信息发送给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这些信息用于解决问题和进行闭环质量分析。 将每隔 7 天传输一次这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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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管理功率和温度
在 HPE OneView 中，您可以监视硬件环境的功率和温度。

功率和温度监视功能概述
设备：

• 显示三维颜色编码的硬件温度可视化形式（仅限 UI）

• 收集和报告功率指标统计信息

• 收集和报告温度指标统计信息

• 使用可自定义的利用率图表显示利用率统计信息（仅限 UI）

按资源划分的功率和温度监视功能

• 数据中心

机架及其服务器硬件的颜色编码的温度可视化形式■

• “机箱”和“服务器硬件”
降级和严重温度和功率警报■

■ 功率配置错误主动分析和警报

■ 功率和温度统计信息的利用率图表

• 输电设备

功率阈值警报■

■ 功率配置错误主动分析和警报

■ 功率和温度统计信息的利用率图表

• 机架

功率配置错误主动分析和警报■

■ 功率和温度统计信息的利用率图表

27.1 使用 UI 监视功率和温度
“数据中心”屏幕提供了硬件环境的三维可视化形式，并使用颜色编码的系统显示硬件的温度数
据。

“利用率”面板和利用率图表通过“机箱”、“互连模块”（仅利用率图表）、“输电设备”、“机架”和
“服务器硬件”屏幕上的“利用率”视图显示利用率功率和温度统计信息。

27.1.1 监视数据中心温度
“数据中心”资源以可视化形式表示数据中心内的机架，并使用颜色编码系统显示这些机架的峰值
温度。 要启用该功能，您必须先使用“数据中心”资源指定机架的物理位置以及机架中的组件位
置。

您可以使用温度可视化形式确定数据中心的过冷区域。 您可以在具有较低峰值温度的区域中关闭
通风瓦，以改善散热不好的区域的通风条件。 如果整个数据中心过冷，您可以提高温度以节省散
热成本。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服务器管理员。

• 您已创建一个数据中心并放置了一些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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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的机架位置准确描述了它们的物理位置。

• 如果策略规定了机架的散热限制（可选），则已使用“机架”屏幕指定了该限制。
温度收集和可视化详细信息 

• 可视化功能使用颜色编码的系统显示峰值机架温度。 机架是根据记录最高峰值温度的机架中
的设备（支持环境温度历史记录报告的设备）的最高峰值温度（过去 24 小时）进行颜色编
码的。

• 温度是使用从每个设备中收集的温度利用率数据确定的。

• 至少每天在后台收集一次数据，因此，报告过去 48 小时的峰值机架温度。

• 在 48 小时内未观察到峰值温度的机架不使用颜色编码（灰色）进行描述。

图 20 三维数据中心可视化

27.1.1.1处理数据中心可视化视图
可从“数据中心”屏幕的“概述”视图或“布局”视图中放大或缩小数据中心以及调整其观看角度。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权限：服务器管理员

注意： 在将指针悬停在“概述”视图的“布局”面板上后，才会在该面板中显示数据中心视图控
件。

处理数据中心可视化视图

要更改数据中心视图，请执行下面的一个或多个操作：

• 向左移动水平滑块以进行放大，或向右移动水平滑块以进行缩小。

• 上下移动垂直滑块以更改垂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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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并拖动转盘以更改水平视角。

27.1.2 监视功率和温度利用率
功率和温度利用率统计信息显示在：

• “利用率”面板
• “利用率”视图中的利用率图表

27.1.2.1 关于利用率面板
“机箱”、“输电设备”、“机架”、“服务器硬件”和“存储系统”屏幕在每个资源的“概述”中显示一个
“利用率”面板。
“利用率”面板的可能状态包括：

原因面板内容

设备已收集并显示数据。利用率计量器显示利用率数据。

没有 iLO Advanced 许可证的服务器硬件不显示利用率数
据。

显示一条许可消息。

设备在过去 24 小时内未收集任何数据。显示无数据。

可能由于以下原因，而未设置该计量器：

• 正在加载页面，数据尚不可用。

• 在最近 5 分钟收集期之前，没有利用率数据。 利用率
图表中可能包含以前的数据。

• 如果未打开任何服务器的电源，则机箱不会显示温度
数据。

• 如果机架上未安装任何设备，并且未设置机架散热限
制，则机架将不显示数据。

显示未设置（带 # 符号的灰色计量器）。

不支持在设备上收集利用率数据。显示不支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利用率”联机帮助。

27.1.2.2 有关利用率图表和计量器
设备收集某些资源的 CPU、功率、温度和容量数据，并通过利用率图表和利用率计量器报告这
些数据。

注意： 数据收集的最小间隔为 5 分钟（平均），最大间隔为 1 小时（平均）。
利用率图表可以显示最多 3 年的数据。

表 13 按资源划分的收集利用率统计信息

利用率指标

容量自定义温度电源CPU资源

✓✓✓机箱

✓✓机架

✓输电设备

✓✓✓✓服务器硬件

✓存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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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可以使用“互连模块”屏幕查看显示互连模块端口的数据传输统计信息的利用率图表。
请参阅“互连模块”屏幕的联机帮助。

利用率统计信息和许可 
将为没有分配 iLO 许可证的服务器硬件禁用利用率统计信息和图表。 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关于许可”。
如果禁用了利用率，则“利用率”面板将显示一条消息，说明在未许可的资源的详细信息窗格中禁
用利用率的原因。

利用率图表

1 主图表：较大的主利用率图表使用图表数据点折线显示一段时间（水平轴）内的设备指标数
据（垂直轴）。

2 水平轴：主利用率图表上的水平轴描述了要显示的数据的时间间隔，最近的数据在右侧显
示。 最小时间间隔为 2 分钟，最大时间间隔为 5 天。

3 垂直轴：主利用率图表上的垂直轴描述了指标间隔，它是使用图表左侧的相应测量单位显示
的。 每个测量单位的间隔是固定的，无法进行更改。 使用不同测量单位显示两种指标的图
表在图表右侧显示第二个间隔。 图表顶部的测量值表示给定指标的最大利用率容量。

4 导航图表：主图表下方的导航图表显示可用数据的最大时间间隔。 可通过使用指点设备突出
显示时间间隔，使用导航图表选择要在主图表中显示的时间间隔。

有关创建自定义利用率图表以及如何更改图表显示的细节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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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REST API 功率和温度监视
27.2.1 更新机箱功率容量设置

要更新机箱容量设置，请执行仅包含 calibratedMaxPower 属性的 PUT 操作。 请使用 GET 操
作查看机箱容量设置属性，编辑 calibratedMaxPower 属性，然后执行仅包含编辑的
calibratedMaxPower 属性的 PUT 操作。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服务器管理员

使用 REST API 更新机箱容量设置

1. 选择一个机箱 URI。
GET /rest/enclosures

2. 使用步骤 1 中的 URI 获取机箱容量。
GET {enclosure URI}/environmentalConfiguration

3. 编辑机箱容量。 在响应正文中发送的唯一属性是 calibratedMaxPower。 不要发送 GET 操作中的所有属性。
4. 更新机箱容量。

PUT {enclosure URI}/environmentalConfiguration

27.2.2 更新服务器硬件功率容量设置
要更新服务器硬件容量设置，请执行仅包含 calibratedMaxPower 属性的 PUT 操作。 请使用
GET 操作查看服务器硬件容量设置属性，编辑 calibratedMaxPower 属性，然后执行仅包含
编辑的 calibratedMaxPower 属性的 PUT 操作。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服务器管理员

使用 REST API 更新服务器硬件容量设置

1. 选择一个服务器硬件 URI。
GET /rest/server-hardware

2. 使用步骤 1 中的 URI 获取服务器硬件容量。
GET {server hardware URI}/environmentalConfiguration

3. 编辑服务器硬件容量。 在响应正文中发送的唯一属性是 calibratedMaxPower。 不要发送 GET 操作中的所有
属性。

4. 更新服务器硬件容量。
PUT {server hardware URI}/environmental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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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使用消息总线将数据发送给订户
28.1 关于访问 HPE OneView 消息总线

HPE OneView 支持以异步消息传送方式通知订阅者有关受管资源（逻辑和物理）的更改以及有
关受管资源的指标方面的更改。 例如，您可以编写应用程序，以便在管理的环境中添加新服务器
硬件或物理资源的运行状况变化时收到通知，并且您可以传输管理的资源的功率、散热和 CPU
指标。 通过使用 HPE OneView REST API，您可以获取证书以访问本章中所述的两个消息总线：
状态更改消息总线或指标数据流消息总线。

将使用 JSON（JavaScript 对象符号）格式发送消息内容并包括资源模型。
在设置消息订阅之前，您必须使用 REST API 从设备中创建和下载 AMQP（高级消息排队协议）
证书。 接下来，使用 EXTERNAL 身份验证机制连接到消息总线，可以指定用户名和密码，也可
以不指定。 这可确保在消息总线和客户端之间使用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在连接到消息总线后，
使用空队列名称设置一个队列，AMQP 将生成唯一的队列名称。 可以使用该队列名称将客户端
绑定到交换器并接收消息。

要连接到消息总线并设置一个队列，必须使用支持 AMQP 的客户端。

28.2 使用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SCMB)
28.2.1 连接到 SCMB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要使用 SCMB，您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 使用 REST API 从设备中创建和下载高级消息排队协议 (AMQP) 证书。

• 使用下面的一种或两种方法连接到 SCMB：
使用“EXTERNAL”身份验证机制■

■ 连接而不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通过使用这两种方法之一，可以确保使用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 设置一个具有空队列名称的队列。

AMQP 生成唯一的队列名称。 可以使用该队列名称绑定到交换器并接收消息。

创建和下载 AMQP 客户端证书

创建和下载客户端证书、私钥和根 CA 证书

1. 创建证书。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请求正文：{"type":"RabbitMqClientCertV2","commonName":"default"}

2. 下载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3.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4. 将客户端连接到 SCMB 后，可“设置队列以连接到 HPE OneView SCMB 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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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将客户端连接到 SCMB

5 设备可以吊销 SCMB 客户端
证书以拒绝 SCMB 客户端访

3 设备向 SCMB 使用方颁发客
户端证书。

1 在注册过程中，SCMB 使用
方将请求客户端证书。

问。 将在 CRL（证书吊销列
表）文件中添加该客户端。

42 SCMB 客户端提供 SSL 客
户端证书以创建到设备的连
接。

设备在 JVK（Java 密钥库）
文件中管理客户端证书。

6 设备使用客户端证书验证
SCMB 客户端的身份。

28.2.2 设置队列以连接到 HPE OneView SCMB 交换器
状态更改消息将发布到 HPE OneView SCMB 交换器名称。 要订阅消息，您必须创建一个队列或
连接到现有的队列，以根据路由关键字从 SCMB 交换器中接收消息。
在创建队列时，可以定义与该队列关联的路由关键字以接收特定的消息。

注意： 路由关键字区分大小写。 change-type 需要将首字母大写。 resource-category
和 resource-uri 为小写。
例如，如果将路由关键字中的 change-type 设置为 created 而不是 Created，则不会收到
任何消息。

路由关键字语法为：

scmb.resource-category.change-type.resource-uri，其中：

scmb HPE OneView 交换器名称。
resource-category 资源的类别。 有关完整的资源列表，请参阅联机帮助中

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一章。
change-type 报告的更改类型。 有效值为 Created、Updated 和

Deleted。

resource-uri 与状态更改消息关联的特定资源的 URI。

注意： 任务资源路由关键字语法为 scmb.resource-category，并且不使用 change-type
和 resource-uri。 要接收有关所有任务资源的消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scmb.#

• scmb.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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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队列

示例订阅

scmb.server-hardware.#

注意： 要匹配路由关键字中特定位置后面的所有内容，请使用 # 字
符。 此示例使用 # 替代 resource-uri。 消息队列接收所有
server-hardware 资源 URI。

接收物理服务器的所有 SCMB 消息

scmb.connections.Created.#接收创建的连接的所有消息

scmb.enclosures.*./rest/enclosures/Enc1234

注意： 要匹配路由关键字中的单个字段的所有内容，请使用星号 (*)。
此示例使用 * 替代 change-type。 消息队列接收所有更改类型：
Created、Updated 和 Deleted。

接收具有 URI /rest/enclosures/Enc1234 的
机箱的所有消息

scmb.*.Created.#接收所有创建的消息（针对所有资源类别和
类型）

28.2.3 从 SCMB 中接收的消息的 JSON 结构
下表列出了来自 SCMB 的每条消息的 JSON 有效负载中包含的属性。 HPE OneView 资源的资
源模型包括在 resource 属性中。 要查看所有资源模型，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一章。

说明数据类型属性

资源的 URI。字符串resourceUri

状态更改类型：Created、Updated 或 Delete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ChangeType 值” （第 273 页）。

字符串changeType

资源的新状态。字符串newState

发生状态更改时的资源 eTag。字符串eTag

发送消息的时间。字符串timestamp

如果需要子状态消息（针对与主状态关联的子状态机），这是资源特定的子状
态。

字符串newSubState

资源模型。对象resource

如果某个任务与该消息不关联，则值为 null。字符串associatedTask

userInitiated 属性值包含在 associatedTask 属性中。字符串userInitiatedTask

根据导致发送状态更改消息的 POST 或 PUT 调用更改的顶级属性的列表。数组changedAttributes

有关资源状态更改的额外信息。对象data

ChangeType 值

说明ChangeType 值

资源已创建或添加到 HPE OneView。Created

已更新资源状态和/或属性。Updated

从 HPE OneView 中永久删除了资源。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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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JSON 示例

{
"resourceUri" : "/rest/enclosures/123xyz",
"changeType" : "Created",
"newState" : "Managed",
"eTag" : "123456",
"timestamp" : "2013-07-10T18:30:44Z",
"newSubState" : "null",
"resource" : {

"category" : "enclosures",
"created" : "2013-07-10T18:30:00Z",
...

},
"associatedTask" : "/rest/tasks/4321",
"userInitiatedTask" : "true",
"changedAttributes" : [],
"data" : {},

}

28.2.4 使用 .NET C# 连接和订阅 SCMB 的示例

前提条件

除了满足前提条件以外，还必须满足示例特定的前提条件，然后才能使用 .NET C# 示例。
要使用 .Net C# 示例，请将下列内容添加到 Windows 证书存储区：

• CA 根证书。

• 客户端证书

• 专用密钥

要尝试使用 .Net C# 示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2. 将响应正文中的内容保存到名为 rootCA.crt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
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3. 将 rootCA.crt 文件导入到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下面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
4. 下载客户端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5. 将响应正文中的客户端证书和私钥内容保存到名为 scmb.crt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客户端证书中的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容。 接下来，复制并粘贴私钥中的 -----BEGIN RSA
PRIVATE KEY----- 到 -----END RSA PRIVATE KEY----- 之间的所有内容。 您必须
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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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3 使用 .Net C# 直接引用客户端证书

将客户端证书和私钥转换为用于 .Net 的 PKCS 格式。
openssl.exe pkcs12 -passout pass:default -export -in scmb.crt -out scmb.p12

示例 
public void Connect()

{
string exchangeName = "scmb";
string hostName = "OneView.domain";
string queueName = "";
string routingKey = "scmb.#";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 = new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AuthMechanisms = new RabbitMQ.Client.AuthMechanismFactory[] { new ExternalMechanismFactory()

};
factory.HostName = hostname;
factory.Port = 5671;
factory.Ssl.CertPath = @".\scmb.p12";
factory.Ssl.CertPassphrase = "default";
factory.Ssl.ServerName = hostname;
factory.Ssl.Enabled = true;

IConnection connection = factory.CreateConnection();
IModel model = connection.CreateModel();

queueName = model.QueueDeclare(queueName, false, false, false, null);
model.QueueBind(queueName, exchangeName, routingKey, null);

using (Subscription sub = new Subscription(model, queueName))
{

foreach (BasicDeliverEventArgs ev in sub)
{

DoSomethingWithMessage(ev);
sub.Ac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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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4 使用 .Net C# 将证书导入到 Microsoft Windows 证书存储区

将 scmb.crt 导入到所需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
示例 
public void Connect()

{
string exchangeName = "scmb";
string hostName = "OneView.domain";
string queueName = "";
string routingKey = "scmb.#";
string userName = "rabbitmq_readonly";

X509Store store = new X509Store(StoreName.Root, StoreLocation.LocalMachine);
store.Open(OpenFlags.ReadWrite);

X509Certificate cert = store.Certificates
.Find(X509FindType.FindBySubjectName, userName, false)
.OfType<X509Certificate>()
.First();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 = new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AuthMechanisms = new RabbitMQ.Client.AuthMechanismFactory[] { new ExternalMechanismFactory()

};
factory.HostName = hostname;
factory.Port = 5671;
factory.Ssl.Certs = new X509CertificateCollection(new X509Certificate[] { cert });
factory.Ssl.ServerName = hostname;
factory.Ssl.Enabled = true;

IConnection connection = factory.CreateConnection();
IModel model = connection.CreateModel();

queueName = model.QueueDeclare(queueName, false, false, false, null);
model.QueueBind(queueName, exchangeName, routingKey, null);

using (Subscription sub = new Subscription(model, queueName))
{

foreach (BasicDeliverEventArgs ev in sub)
{

DoSomethingWithMessage(ev);
sub.Ack();

}
}

}

注意： .Net C# 代码示例 2（Microsoft Windows 证书存储）引用位于本地计算机下面的受信任
的根证书颁发机构存储。

• StoreName.Root = Trusted Root Certificate Authorities

• StortLocation.LocalMachine = Local Computer

28.2.5 使用 Java 连接和订阅 SCMB 的示例
1. 下载客户端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2. 将响应正文中的客户端证书内容保存到名为 default-client.crt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3. 将响应正文中的私钥内容保存到名为 default-client.key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RSA PRIVATE KEY----- 到 -----END RSA PRIVATE
KEY-----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4. 通过私钥和公共证书创建一个 PKCS12 密钥库。
openssl pkcs12 -export -name myclientcert -in default-client.crt -inkey default-client.key -out myclient.p12

5. 将 PKCS12 密钥库转换为 JKS 密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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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tool -importkeystore -destkeystore c:\\MyKeyStore -srckeystore myclient.p12 -srcstoretype pkcs12 -alias
myclient

示例 5 使用 Java 连接和订阅 SCMB 的示例
//c://MyKeyStore contains client certificate and private key. Load it into Java Keystore
final char[] keyPassphrase = "MyKeyStorePassword".toCharArray();
final KeyStore ks = KeyStore.getInstance("jks");
ks.load(new FileInputStream("c://MyKeyStore"), keyPassphrase);
final KeyManagerFactory kmf = KeyManagerFactory.getInstance("SunX509");
kmf.init(ks, keyPassphrase);

//c://MyTrustStore contains CA certificate. Load it into Java Trust Store
final char[] trustPassphrase = "MyTrustStorePassword".toCharArray();
final KeyStore ks = KeyStore.getInstance("jks");
tks.load(new FileInputStream("c:\\MyTrustStore"), trustPassphrase);
final TrustManagerFactory tmf = TrustManagerFactory.getInstance("SunX509");
tmf.init(tks);

//load SSLContext with keystore and truststore.
final SSLContext c = SSLContext.getInstance("SSL");
c.init(kmf.getKeyManagers(), tmf.getTrustManagers(), new SecureRandom());

final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 = new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setHost("192.168.2.144");

//Set Auth mechanism to "EXTERNAL" so that commonName of the client certificate is mapped to AMQP user name.
Hence, No need to set userId/Password here.
factory.setSaslConfig(DefaultSaslConfig.EXTERNAL);
factory.setPort(5671);
factory.useSslProtocol(c);

final Connection conn = factory.newConnection();
final Channel channel = conn.createChannel();

//do not specify queue name. AMQP will create a queue with random name starting with amq.gen* e.g.
amq.gen-32sfQz95QJ85K_lMBhU6HA
final DeclareOk queue = channel.queueDeclare("", true, false, true, null);

//Now get the queue name from above call and bind it to required Exchange with required routing key.
channel.queueBind(queue.getQueue(), "scmb", "scmb.#");

//Now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ceive messages from queue
final GetResponse chResponse = channel.basicGet(queue.getQueue(), false);
if (chResponse == null)
{

System.out.println("No message retrieved");
}
else
{

final byte[] body = chResponse.getBody();
System.out.println("Received: " + new String(body));

}

channel.close();
conn.close();

28.2.6 使用 Python 连接和订阅 SCMB 的示例
Python 代码示例说明了如何连接和订阅 SCMB。 有关 Python（Pika AMQP 客户端库和 AMQP
客户端库）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pika.readthedocs.org/、http://www.python.org/ 和
https://pypi.python.org/pypi/amqplib/。

28.2.6.1 安装
1. 安装 pika 和 amqp 库。

a. 从 https://pypi.python.org/pypi/setuptools#downloads 下载并安装设置工具 (Python
setup.py install)。

b. 安装 pika 工具。
安装 pika 或 amqp 库时，从下载的 pika 或 amqp 目录运行相同的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命令。

2. 创建证书。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请求正文：{"type":"RabbitMqClientCertV2","commonName":"default"}

28.2 使用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SCMB) 277

http://pika.readthedocs.org/
http://www.python.org/
https://pypi.python.org/pypi/amqplib/
https://pypi.python.org/pypi/setuptools#downloads


3. 下载客户端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4. 将响应正文中客户端证书的内容另存为一个名为 client.pem 的文本文件。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必须将 \n 的所有实例都替换为 CR/LF（回
车/换行）。

5. 将响应正文中私钥的内容另存为一个名为 key.pem 的文本文件。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RSA PRIVATE KEY----- 到 -----END RSA PRIVATE
KEY-----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必须将 \n 的所有实例都替换为
CR/LF（回车/换行）。

6.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7. 将响应正文中的内容另存为一个名为 caroot.pem 的文本文件。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
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必须将 \n 的所有实例都替换为 CR/LF（回车/换行）。

28.2.6.2 Pika

示例 6 Pika 示例

调用该脚本时，必须传递 -host:{主机名或 IP}。 请参阅以下示例：

• --host:192.168.1.1

• -host:my-appliance.example.com

重要信息： 如果在设备重新引导后首次尝试调用此脚本时连接失败，请尝试再次调用此脚本。

import pika, ssl
from optparse import OptionParser
from pika.credentials import ExternalCredentials
import json
import logging

logging.basicConfig()

###############################################
# Callback function that handles messages
def callback(ch, method, properties, body):

msg = json.loads(body)
timestamp = msg['timestamp']
resourceUri = msg['resourceUri']
resource = msg['resource']
changeType = msg['changeType']

print
print ("%s: Message received:" %(timestamp))
print ("Routing Key: %s" %(method.routing_key))
print ("Change Type: %s" %(changeType))
print ("Resource URI: %s" %(resourceUri))
print ("Resource: %s" %(resource))

# Pem Files needed, be sure to replace the \n returned from the APIs with CR/LF
# caroot.pem - the CA Root certificate - GET /rest/certificates/ca
# client.pem, first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Request body:
{"type":"RabbitMqClientCert","commonName":"default"}
#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 client.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CERTIFICATE-----
# key.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RSA PRIVATE KEY-----
# Setup our ssl options
ssl_options = ({"ca_certs": "caroot.pem",

"certfile": "client.pem",
"keyfile": "key.pem",
"cert_reqs": ssl.CERT_REQUIRED,
"server_side": False})

278 使用消息总线将数据发送给订户



parser = OptionParser()
parser.add_option('--host', dest='host',

help='Pika server to connect to (default: %default)',
default='localhost',

)

options, args = parser.parse_args()

# Connect to RabbitMQ
host = options.host
print ("Connecting to %s:5671, to change use --host hostName " %(host))
connection = pika.BlockingConnection(

pika.ConnectionParameters(
host, 5671, credentials=ExternalCredentials(),
ssl=True, ssl_options=ssl_options))

# Create and bind to queue
EXCHANGE_NAME = "scmb"
ROUTING_KEY = "scmb.#"

channel = connection.channel()
result = channel.queue_declare()
queue_name = result.method.queue

channel.queue_bind(exchange=EXCHANGE_NAME, queue=queue_name, routing_key=ROUTING_KEY)

channel.basic_consume(callback,
queue=queue_name,
no_ack=True)

# Start listening for messages
channel.start_consuming()

28.2.6.3 AMQP

示例 7 AMQP 示例

调用该脚本时，必须传递 -host:{主机名或 IP}。 请参阅以下示例：

• --host:192.168.1.1

• -host:my-appliance.example.com

重要信息： 如果在设备重新引导后首次尝试调用此脚本时连接失败，请尝试再次调用此脚本。

#!/usr/bin/env python

from optparse import OptionParser
from functools import partial

import amqplib.client_0_8 as amqp

def callback(channel, msg):
for key, val in msg.properties.items():

print ('%s: %s' % (key, str(val)))
for key, val in msg.delivery_info.items():

print ('> %s: %s' % (key, str(val)))

print ('')
print (msg.body)
print ('-------')
print msg.delivery_tag
channel.basic_ack(msg.delivery_tag)

#
# Cancel this callback
#
if msg.body == 'quit':

channel.basic_cancel(msg.consumer_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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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main():
parser = OptionParser()
parser.add_option('--host', dest='host',

help='AMQP server to connect to (default: %default)',
default='localhost',

)

options, args = parser.parse_args()
host = options.host+":5671"

# Pem Files needed, be sure to replace the \n returned from the APIs with CR/LF
# caroot.pem - the CA Root certificate - GET /rest/certificates/ca
# client.pem, first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Request body:
{"type":"RabbitMqClientCert","commonName":"default"}
#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 client.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CERTIFICATE-----
# key.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RSA PRIVATE KEY-----

ssl_options = ({"ca_certs": "caroot.pem",
"certfile": "client.pem",
"keyfile": "key.pem",

# "cert_reqs": CERT_REQUIRED,
"server_side": False})

print ('Connecting to host %s, to change use --host hostName ' %host)

conn = amqp.Connection(host, login_method='EXTERNAL',
ssl=ssl_options)

print ('Successfully connected, creating and binding to queue')

ch = conn.channel()

qname, _, _ = ch.queue_declare()
ch.queue_bind(qname, 'scmb', 'scmb.#')
ch.basic_consume(qname, callback=partial(callback, ch))

print ('Successfully bound to queue, waiting for messages')

#pyamqp://

#
# Loop as long as the channel has callbacks registered
#
while ch.callbacks:

ch.wait()

ch.close()
conn.close()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28.2.7 重新创建 AMQP 客户端证书
如果您更改设备名称，则必须重新创建 AMQP 客户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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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重新创建和下载客户端证书、私钥和根 CA 证书

1. 吊销证书。
DELETE /rest/certificates/ca/rabbitmq_readonly

不需要提供请求正文。

注意： 在吊销默认客户端证书时，设备将重新生成 CA 证书、AMQP 服务器证书和默认客户端证书。
2. 下载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3.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28.3 使用指标数据流消息总线 (MSMB)
指标数据流消息总线 (MSMB) 是一个接口，它使用异步消息向订户通知管理的资源的最近指标。
您可以使用 REST API 配置时间间隔和要接收的指标。

28.3.1 连接到 MSMB

前提条件

要使用 MSMB，您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 使用 REST API 从设备中创建和下载高级消息排队协议 (AMQP) 证书。

• 使用下面的一种或两种方法连接到 MSMB：
使用“EXTERNAL”身份验证机制■

■ 连接而不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通过使用这两种方法之一，可以确保使用基于证书的身份验证。

• 设置一个具有空队列名称的队列。

AMQP 生成唯一的队列名称。 可以使用该队列名称绑定到交换器并接收消息。

创建和下载 AMQP 客户端证书

创建和下载客户端证书、私钥和根 CA 证书

1. 创建证书。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请求正文：{"type":"RabbitMqClientCertV2","commonName":"default"}

2. 下载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3.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4. 将客户端连接到 MSMB 后，可“设置队列以连接到 HPE OneView MSMB 交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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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将客户端连接到 MSMB

5 设备可以吊销 MSMB 客户端
证书以拒绝 MSMB 客户端访

3 设备向 MSMB 使用方颁发
客户端证书。

1 在注册过程中，MSMB 使用
方将请求客户端证书。

问。 将在 CRL（证书吊销列
表）文件中添加该客户端。

42 MSMB 客户端提供 SSL 客
户端证书以创建与设备的连
接。

设备在 JVK（Java 密钥库）
文件中管理客户端证书。

6 设备使用客户端证书验证
MSMB 客户端的身份。

28.3.2 设置队列以连接到 HPE OneView MSMB 交换器
指标数据流消息将发布到 HPE OneView MSMB 交换器名称。 要订阅消息，您必须创建一个队
列或连接到现有的队列，以根据路由关键字从 MSMB 交换器中接收消息。
在创建队列时，可以定义与该队列关联的路由关键字以接收特定的消息。

交换器名称：msmb

路由关键字：msmb.#

其中：

msmb 用于指标数据流的 HPE OneView 交换器名称。

示例队列

示例订阅

交换器为 msmb
路由关键字为 msmb.#
使用指标数据流配置 API 来配置指标转发。

接收物理服务器、机箱和电源设备的所有
MSMB 消息

28.3.3 从 MSMB 中接收的消息的 JSON 结构
下表列出了来自 MSMB 的每条消息的 JSON 有效负载中包含的属性。 HPE OneView 资源的资
源模型包括在 resource 属性中。 要查看所有资源模型，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一章。

说明数据类型属性

资源的 URI。字符串resourceUri

状态更改类型：Created、Updated 或 Deleted。字符串changeType

资源的新状态。字符串new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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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数据类型属性

发生状态更改时的资源 eTag。字符串eTag

发送消息的时间。字符串timestamp

如果需要子状态消息（针对与主状态关联的子状态机），这是资源特定的子状
态。

字符串newSubState

资源模型。指标数据resource

如果某个任务与该消息不关联，则值为 null。字符串associatedTask

userInitiated 属性值包含在 associatedTask 属性中。字符串userInitiatedTask

根据导致发送状态更改消息的 POST 或 PUT 调用更改的顶级属性的列表。数组changedAttributes

有关资源状态更改的额外信息。对象data

指标数据

说明数据类型属性

指标收集的开始时间。字符串startTime

采样时间间隔。IntegersampleIntervalInSeconds

列表中每种指标类型的样本数。IntegernumberOfSamples

标识资源的类别。 支持的设备包括服务器硬件、机箱和电源设
备。

字符串resourceType

指标样本列表。列表resourceDataList

资源的标准 URI。字符串uri

标识资源的类别。 支持的设备包括服务器硬件、机箱和电源设
备。

字符串category

创建资源时的日期和时间。时间戳created

上次修改资源时的日期和时间。时间戳modified

资源的实体标记/版本 ID，与对资源执行 GET 时在 ETag 标头
中返回的值相同。

字符串eTag

唯一地标识 JSON 对象的类型。字符串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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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8 从 MSMB 中接收的消息的结构

{
"eTag": null,
"resourceUri": "/rest/enclosures/09SGH100X6J1",
"changeType": "Updated",
"newState": null,
"newSubState": null,
"associatedTask": null,
"userInitiatedTask": false,
"changedAttributes": null,
"data": null,
"resource": {

"type": "MetricData",
"resourceType": "enclosures",
"resourceDataList": [

{
"metricSampleList": [

{
"valueArray": [

null
],
"name": "RatedCapacity"

},
{

"valueArray": [
523

],
"name": "AveragePower"

},
{

"valueArray": [
573

],
"name": "PeakPower"

},
{

"valueArray": [
null

],
"name": "PowerCap"

},
{

"valueArray": [
23

],
"name": "AmbientTemperature"

},
{

"valueArray": [
null

],
"name": "DeratedCapacity"

}
],
"resourceId": "09SGH100X6J1"

}
],
"numberOfSamples": 1,
"sampleIntervalInSeconds": 300,
"startTime": "2014-09-17T08:43:36.294Z",
"eTag": null,
"modified": null,
"created": null,
"category": "en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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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i": "/rest/enclosures/09SGH100X6J1"
},
"timestamp": "2014-09-17T08:48:36.819Z"

}

28.3.4 使用 .NET C# 连接和订阅 MSMB 的示例

前提条件

除了满足前提条件以外，还必须满足示例特定的前提条件，然后才能使用 .NET C# 示例。
要使用 .Net C# 示例，请将下列内容添加到 Windows 证书存储区：

• CA 根证书。

• 客户端证书

• 专用密钥

要尝试使用 .Net C# 示例，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2. 将响应正文中的内容保存到名为 rootCA.crt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
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3. 将 rootCA.crt 文件导入到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下面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
4. 下载客户端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5. 将响应正文中的客户端证书和私钥内容保存到名为 msmb.crt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客户端证书中的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容。 接下来，复制并粘贴私钥中的 -----BEGIN RSA
PRIVATE KEY----- 到 -----END RSA PRIVATE KEY----- 之间的所有内容。 您必须
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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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9 使用 .Net C# 直接引用客户端证书

将客户端证书和私钥转换为用于 .Net 的 PKCS 格式。
openssl.exe pkcs12 -passout pass:default -export -in msmb.crt -out msmb.p12

示例 
public void Connect()

{
string exchangeName = "msmb";
string hostName = "OneView.domain";
string queueName = "";
string routingKey = "msmb.#";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 = new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AuthMechanisms = new RabbitMQ.Client.AuthMechanismFactory[] { new ExternalMechanismFactory()

};
factory.HostName = hostname;
factory.Port = 5671;
factory.Ssl.CertPath = @".\msmb.p12";
factory.Ssl.CertPassphrase = "default";
factory.Ssl.ServerName = hostname;
factory.Ssl.Enabled = true;

IConnection connection = factory.CreateConnection();
IModel model = connection.CreateModel();

queueName = model.QueueDeclare(queueName, false, false, false, null);
model.QueueBind(queueName, exchangeName, routingKey, null);

using (Subscription sub = new Subscription(model, queueName))
{

foreach (BasicDeliverEventArgs ev in sub)
{

DoSomethingWithMessage(ev);
sub.Ac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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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0 使用 .Net C# 将证书导入到 Microsoft Windows 证书存储区

将 msmb.crt 导入到您的首选 Windows 证书存储区中。
示例 
public void Connect()

{
string exchangeName = "msmb";
string hostName = "OneView.domain";
string queueName = "";
string routingKey = "msmb.#";
string userName = "rabbitmq_readonly";

X509Store store = new X509Store(StoreName.Root, StoreLocation.LocalMachine);
store.Open(OpenFlags.ReadWrite);

X509Certificate cert = store.Certificates
.Find(X509FindType.FindBySubjectName, userName, false)
.OfType<X509Certificate>()
.First();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 = new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AuthMechanisms = new RabbitMQ.Client.AuthMechanismFactory[] { new ExternalMechanismFactory()

};
factory.HostName = hostname;
factory.Port = 5671;
factory.Ssl.Certs = new X509CertificateCollection(new X509Certificate[] { cert });
factory.Ssl.ServerName = hostname;
factory.Ssl.Enabled = true;

IConnection connection = factory.CreateConnection();
IModel model = connection.CreateModel();

queueName = model.QueueDeclare(queueName, false, false, false, null);
model.QueueBind(queueName, exchangeName, routingKey, null);

using (Subscription sub = new Subscription(model, queueName))
{

foreach (BasicDeliverEventArgs ev in sub)
{

DoSomethingWithMessage(ev);
sub.Ack();

}
}

}

注意： 使用 .Net C# 将证书导入到 Microsoft Windows 证书存储区将引用位于本地计算机下的
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存储。

• StoreName.Root = Trusted Root Certificate Authorities

• StortLocation.LocalMachine = Local Computer

28.3.5 使用 Java 连接和订阅 MSMB 的示例
1. 下载客户端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2. 将响应正文中的客户端证书内容保存到名为 default-client.crt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3. 将响应正文中的私钥内容保存到名为 default-client.key 的文本文件中。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RSA PRIVATE KEY----- 到 -----END RSA PRIVATE
KEY-----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4. 通过私钥和公共证书创建一个 PKCS12 密钥库。
openssl pkcs12 -export -name myclientcert -in default-client.crt -inkey default-client.key -out myclient.p12

5. 将 PKCS12 密钥库转换为 JKS 密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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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tool -importkeystore -destkeystore c:\\MyKeyStore -srckeystore myclient.p12 -srcstoretype pkcs12 -alias
myclient

示例 11 使用 Java 连接和订阅 MSMB 的示例
//c://MyKeyStore contains client certificate and private key. Load it into Java Keystore
final char[] keyPassphrase = "MyKeyStorePassword".toCharArray();
final KeyStore ks = KeyStore.getInstance("jks");
ks.load(new FileInputStream("c://MyKeyStore"), keyPassphrase);
final KeyManagerFactory kmf = KeyManagerFactory.getInstance("SunX509");
kmf.init(ks, keyPassphrase);

//c://MyTrustStore contains CA certificate. Load it into Java Trust Store
final char[] trustPassphrase = "MyTrustStorePassword".toCharArray();
final KeyStore ks = KeyStore.getInstance("jks");
tks.load(new FileInputStream("c:\\MyTrustStore"), trustPassphrase);
final TrustManagerFactory tmf = TrustManagerFactory.getInstance("SunX509");
tmf.init(tks);

//load SSLContext with keystore and truststore.
final SSLContext c = SSLContext.getInstance("SSL");
c.init(kmf.getKeyManagers(), tmf.getTrustManagers(), new SecureRandom());

final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 = new ConnectionFactory();
factory.setHost("192.168.2.144");

//Set Auth mechanism to "EXTERNAL" so that commonName of the client certificate is mapped to AMQP user name.
Hence, No need to set userId/Password here.
factory.setSaslConfig(DefaultSaslConfig.EXTERNAL);
factory.setPort(5671);
factory.useSslProtocol(c);

final Connection conn = factory.newConnection();
final Channel channel = conn.createChannel();

//do not specify queue name. AMQP will create a queue with random name starting with amq.gen* e.g.
amq.gen-32sfQz95QJ85K_lMBhU6HA
final DeclareOk queue = channel.queueDeclare("", true, false, true, null);

//Now get the queue name from above call and bind it to required Exchange with required routing key.
channel.queueBind(queue.getQueue(), "msmb", "msmb.#");

//Now you should be able to receive messages from queue
final GetResponse chResponse = channel.basicGet(queue.getQueue(), false);
if (chResponse == null)
{

System.out.println("No message retrieved");
}
else
{

final byte[] body = chResponse.getBody();
System.out.println("Received: " + new String(body));

}

channel.close();
conn.close();

28.3.6 使用 Python 连接和订阅 MSMB 的示例
Python 示例说明了如何连接和订阅 MSMB。 有关 Python（Pika AMQP 客户端库和 AMQP 客户
端库）的详细信息，请参阅《Pika 说明》（http://pika.readthedocs.org/、http://
www.python.org/）和《AMQP 客户端库》(https://pypi.python.org/pypi/amqplib/)。

28.3.6.1 安装
1. 安装 pika 和 amqp 库。

a. 从 https://pypi.python.org/pypi/setuptools#downloads 下载并安装设置工具 (Python
setup.py install)。

b. 安装 pika 工具。
安装 pika 或 amqp 库时，从下载的 pika 或 amqp 目录运行相同的 python setup.py
install 命令。

2. 创建证书。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请求正文：{"type":"RabbitMqClientCertV2","commonName":"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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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载客户端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4. 将响应正文中客户端证书的内容另存为一个名为 client.pem 的文本文件。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必须将 \n 的所有实例都替换为 CR/LF（回
车/换行）。

5. 将响应正文中私钥的内容另存为一个名为 key.pem 的文本文件。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RSA PRIVATE KEY----- 到 -----END RSA PRIVATE
KEY----- 之间的所有内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必须将 \n 的所有实例都替换为
CR/LF（回车/换行）。

6.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7. 将响应正文中的内容另存为一个名为 caroot.pem 的文本文件。 您必须复制并粘贴
-----BEGIN CERTIFICATE----- 到 -----END CERTIFICATE----- 之间的所有内
容，包括短划线，但不包括引号。 必须将 \n 的所有实例都替换为 CR/LF（回车/换行）。

28.3.6.2 Pika

示例 12 Pika 示例

调用该脚本时，必须传递 -host:{主机名或 IP}。 请参阅以下示例：

• --host:192.168.1.1

• -host:my-appliance.example.com

重要信息： 如果在设备重新引导后首次尝试调用此脚本时连接失败，请尝试再次调用此脚本。

import pika, ssl
from optparse import OptionParser
from pika.credentials import ExternalCredentials
import json
import logging

logging.basicConfig()

###############################################
# Callback function that handles messages
def callback(ch, method, properties, body):

msg = json.loads(body)
timestamp = msg['timestamp']
resourceUri = msg['resourceUri']
resource = msg['resource']
changeType = msg['changeType']

print
print ("%s: Message received:" %(timestamp))
print ("Routing Key: %s" %(method.routing_key))
print ("Change Type: %s" %(changeType))
print ("Resource URI: %s" %(resourceUri))
print ("Resource: %s" %(resource))

# Pem Files needed, be sure to replace the \n returned from the APIs with CR/LF
# caroot.pem - the CA Root certificate - GET /rest/certificates/ca
# client.pem, first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Request body:
{"type":"RabbitMqClientCert","commonName":"default"}
#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 client.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CERTIFICATE-----
# key.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RSA PRIVATE KEY-----
# Setup our ssl options
ssl_options = ({"ca_certs": "caroot.pem",

"certfile": "client.pem",
"keyfile": "key.pem",
"cert_reqs": ssl.CERT_REQUIRED,
"server_sid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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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ser = OptionParser()
parser.add_option('--host', dest='host',

help='Pika server to connect to (default: %default)',
default='localhost',

)

options, args = parser.parse_args()

# Connect to RabbitMQ
host = options.host
print ("Connecting to %s:5671, to change use --host hostName " %(host))
connection = pika.BlockingConnection(

pika.ConnectionParameters(
host, 5671, credentials=ExternalCredentials(),
ssl=True, ssl_options=ssl_options))

# Create and bind to queue
EXCHANGE_NAME = "msmb"
ROUTING_KEY = "msmb.#"

channel = connection.channel()
result = channel.queue_declare()
queue_name = result.method.queue

channel.queue_bind(exchange=EXCHANGE_NAME, queue=queue_name, routing_key=ROUTING_KEY)

channel.basic_consume(callback,
queue=queue_name,
no_ack=True)

# Start listening for messages
channel.start_consuming()

28.3.6.3 AMQP

示例 13 AMQP 示例

调用该脚本时，必须传递 -host:{主机名或 IP}。 请参阅以下示例：

• --host:192.168.1.1

• -host:my-appliance.example.com

重要信息： 如果在设备重新引导后首次尝试调用此脚本时连接失败，请尝试再次调用此脚本。

#!/usr/bin/env python

from optparse import OptionParser
from functools import partial

import amqplib.client_0_8 as amqp

def callback(channel, msg):
for key, val in msg.properties.items():

print ('%s: %s' % (key, str(val)))
for key, val in msg.delivery_info.items():

print ('> %s: %s' % (key, str(val)))

print ('')
print (msg.body)
print ('-------')
print msg.delivery_tag
channel.basic_ack(msg.delivery_tag)

#
# Cancel this callback
#
if msg.body == 'quit':

channel.basic_cancel(msg.consumer_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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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main():
parser = OptionParser()
parser.add_option('--host', dest='host',

help='AMQP server to connect to (default: %default)',
default='localhost',

)

options, args = parser.parse_args()
host = options.host+":5671"

# Pem Files needed, be sure to replace the \n returned from the APIs with CR/LF
# caroot.pem - the CA Root certificate - GET /rest/certificates/ca
# client.pem, first POS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 Request body:
{"type":"RabbitMqClientCert","commonName":"default"}
#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 client.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CERTIFICATE-----
# key.pem is the key with -----BEGIN RSA PRIVATE KEY-----

ssl_options = ({"ca_certs": "caroot.pem",
"certfile": "client.pem",
"keyfile": "key.pem",

# "cert_reqs": CERT_REQUIRED,
"server_side": False})

print ('Connecting to host %s, to change use --host hostName ' %host)

conn = amqp.Connection(host, login_method='EXTERNAL',
ssl=ssl_options)

print ('Successfully connected, creating and binding to queue')

ch = conn.channel()

qname, _, _ = ch.queue_declare()
ch.queue_bind(qname, 'msmb', 'msmb.#')
ch.basic_consume(qname, callback=partial(callback, ch))

print ('Successfully bound to queue, waiting for messages')

#pyamqp://

#
# Loop as long as the channel has callbacks registered
#
while ch.callbacks:

ch.wait()

ch.close()
conn.close()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28.3.7 重新创建 AMQP 客户端证书
如果您更改设备名称，则必须重新创建 AMQP 客户端证书。

注意： 如果已创建证书，则可以跳过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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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重新创建和下载客户端证书、私钥和根 CA 证书

1. 吊销证书。
DELETE /rest/certificates/ca/rabbitmq_readonly

不需要提供请求正文。

注意： 在吊销默认客户端证书时，设备将重新生成 CA 证书、AMQP 服务器证书和默认客户端证书。
2. 下载证书和私钥。

GET /rest/certificates/client/rabbitmq/keypair/default

3. 下载根 CA 证书。
GET /rest/certificat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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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生成报告
HPE OneView 提供预定义报告以帮助管理设备及其环境。 可在 UI 中查看这些报告或使用 REST
API 生成这些报告。 还可将报告另存为 Microsoft Excel 工作簿 (*.xlsx) 或 CSV MS-DOS (*.csv)。

UI 屏幕和 REST API 资源

REST API 资源UI 屏幕

reports报告

29.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对于本地用户报告）

29.2 有关报告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了有关使用 UI 或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查看报告。

• 保存报告。

29.3 关于报告
HPE OneView 提供了报告来帮助您监视您的清单，以及帮助您监视您的环境。 清单报告提供有
关您的服务器或机箱的信息，例如型号、序列号、部件号等。 其他报告提供您的环境的整体状态
概述。

从左侧的导航列中的“报告”屏幕，按名称选择报告。 您可以查看或保存报告。 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查看和保存报告”。
屏幕的主窗格对所选报告进行了说明。 它通过条形图、圆环图或这两者，以及表格数据提供了详
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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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使用数据服务
可以使用 REST API 从受 HPE OneView 管理的设备收集指标以及从 HPE OneView 设备远程保
存数据以便在其他软件工具中查看。 这样可灵活地进一步有意义地分析数据。

30.1 关于数据服务
使用数据服务，可脱机分析数据和排除故障。 有关支持的数据类型的信息，请参阅以下有关指标
数据流和日志转发的各节。

30.1.1 关于指标数据流
通过使用 HPE OneView REST API，您可以配置通过 MSMB 传送机箱、服务器硬件和电源设备
性能指标。 下面是支持的指标列表。
• 机箱：

额定容量：机箱的峰值能耗限制（瓦）。■

■ 降额容量：机箱的平均能耗限制（瓦）。

■ 环境温度：机箱在一段时间内的温度（摄氏度或华氏度）。

■ 平均功率：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能耗（瓦）。

■ 功率限额：为机箱设置的功率限额（瓦）。

■ 峰值功率：机箱在一段时间内的峰值能耗（瓦）。

• 电源设备：

平均功率：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能耗（瓦）。■

■ 峰值功率：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峰值能耗（瓦）。

• 服务器硬件：

CPU 利用率：设备在一段时间内使用的 CPU 百分比。■

■ CPU 平均频率：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 CPU 速度 (GHz)。

■ 环境温度：机箱在一段时间内的温度（摄氏度或华氏度）。

■ 平均功率：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能耗（瓦）。

■ 功率限额：为服务器硬件设置的用户定义的功率限额。

■ 峰值功率：设备在一段时间内的峰值能耗（瓦）。

30.1.2 关于将日志转发到远程 syslog 服务器
REST API 可用于配置远程 syslog 目标。 配置后，将使用 rsyslog 直接从设备流式传输日志。

30.2 启用指标数据流的 REST API
可以按指定时间间隔传输管理的资源的指标。

• /rest/metrics/capability

• /rest/metrics/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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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按设备类型对于最大设备数建议采用的指标中继频率

频率（秒）
最大设
备数

频率
（秒）

最大
设备
数

频率
（秒）

最大
设备
数

频率
（秒）

最大
设备
数

频率
（秒）

最大设
备数设备类型

180040900206001030053005机箱

360080180040900203001030010电源设备

360064018003209001606008030040服务器硬件

例如，640 个服务器、80 个电源设备和 40 个机箱的建议配置如下：
{
"sourceTypeList": [
{
"frequencyOfRelayInSeconds": 3600,
"sampleIntervalInSeconds": 300,
"sourceType": "/rest/server-hardware"
},
{
"frequencyOfRelayInSeconds": 3600,
"sampleIntervalInSeconds": 300,
"sourceType": "/rest/power-devices"
},
{
"frequencyOfRelayInSeconds": 1800,
"sampleIntervalInSeconds": 300,
"sourceType": "/rest/enclosures"
}
]
}

30.2.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30.2.2 指标 REST API 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有关使用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提取指标数据流功能

• 提取指标数据流配置

• 更新指标数据流配置

注意： 配置后，仅为具有 HPE OneView Advanced 许可证的服务器流式传输指标。

30.3 利用远程系统日志的 REST API
通过 remoteSyslog REST API，可实施远程系统日志服务器以接收和保留远程 Syslog 数据和配
置数据中继。

通过此 REST API，可配置远程 syslog 目标服务器和端口。 在配置后，所有具有 HPE OneView
Advanced 许可证的服务器以及机箱都会将日志转发到此远程 syslog 服务器。

• /rest/logs/remoteSyslog

30.3.1 角色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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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 remoteSyslog REST API 的任务
设备联机帮助提供有关使用 REST API 执行以下操作的信息

• 提取 remoteSyslog 配置

• 更新 remoteSyslog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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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分 故障排除
此部分中的章节包含您在解决数据中心问题时可以使用的信息，以及在发生灾难性故障时通过备份文
件恢复设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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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故障排除
HPE OneView 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故障排除工具以用于解决问题。 通过组合使用检查屏幕和日志
的方法，您可以获取活动和过去遇到的错误的历史记录。 有关特定的故障排除说明，请从以下列
表中选择一个主题。

了解更多

• “基本故障排除方法”

•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 “使用 REST API 脚本为授权的技术支持人员创建支持转储”

• “解决语言环境问题”

类别

• 活动

• 设备

• 设备网络配置

• 机箱和机箱组

• 固件软件包

• 互连模块

• 许可

• 逻辑互连模块

• 网络

• 服务器硬件

• 服务器配置文件

• 存储

• 用户帐户和组

31.1 基本故障排除方法
HPE OneView 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故障排除工具以用于解决问题。 通过组合使用检查屏幕和日志
的方法，您可以获取活动和遇到的错误的历史记录。

• 活动屏幕显示在设备上作出的所有更改的记录，无论用户发起还是设备发起。 它类似于审核
日志，但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可以通过 UI 轻松访问此屏幕。
“活动”屏幕还提供了运行状况警报日志和状态通知。

• 下载审核日志以帮助管理员了解在系统上执行的安全相关操作。

•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以将调试所需的日志和其他信息收集到一个加密压缩文件，可以将该文件
发送给授权的支持代表以进行分析。

• 查看报告了解互连模块、服务器和机箱的状态。 报告还提供了清单信息，可帮助您查看数据
中心内的服务器型号和处理器的类型。 它们还显示了哪些固件需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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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 UI 不可用，您可以使用维护控制台进行故障排除。

详细信息建议

关于语法错误：

• 在输入值时，用户界面将检查语法。 如果出现语法错误，将在输入内容旁边显示说明消
息。 在输入正确的值之前，用户界面或命令行将继续显示消息。

关于网络设置错误：

• 在应用网络设置之前，设备验证 IP 地址和完全限定域名 (FQDN) 等重要的网络参数以确
保其格式正确无误。

• 在应用网络设置后，设备还会执行额外的验证，例如，可访问性检查以及主机名到 IP 查
找。 如果某个参数不正确，则设备生成警报，其中说明网络接口卡 (NIC) 验证错误，并且
浏览器与设备之间的连接可能中断。

关于报告的严重错误：

• 检查从设备到机箱的连接。

• 创建支持转储并与授权支持代表联系。

查找消息

要查找某个活动的消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您可能需要从虚拟控制台中执行这些步骤。

1. 找到最近具有“严重”或“警告”状态的活动。
2. 展开该活动以了解如何纠正错误的建议。
3. 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检查“活动”屏幕

31.2 有关支持转储文件
某些错误消息建议您创建 Synergy 管理设备的支持转储，然后将其发送给授权的支持代表以进行
分析。 支持转储过程执行以下功能：

• 删除任何现有的支持转储文件

• 收集调试所需的日志和其他信息

• 创建具有以下名称格式的压缩文件：

主机名-标识符-时间戳.sdmp

其中，对于从 UI 中创建的支持转储文件，标识符为 CI（表示设备支持转储）或 LE（表示
逻辑机箱支持转储）。

支持转储包含可能被视为客户敏感的数据，例如主机名、IP 地址和设备审核日志。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支持转储文件中的所有数据均经过加密，以使仅有授权支持代表可访问
它。

如果是基础设施管理员，您可以选择不加密支持转储文件。 如果有现场的授权支持代表或您的环
境禁止外部连接，这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也可以验证支持转储文件内容，并确认它不包含在您的
环境中视为敏感的数据。

重要信息： 如果设备处于错误状态，则会显示特殊的“抱歉”屏幕。 任何人可以从该屏幕中创建
加密的支持转储文件，而无需登录或进行其他身份验证。

如果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将会删除 Synergy 管理设备上存在的备份文件。 在继续之前，请将备
份文件移到外部位置。

支持转储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操作系统日志

• 产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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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操作系统和产品相关命令的结果

支持转储文件中记录的项目是根据 UTC 时间记录的。
关于从群集设备中创建的支持转储 
从群集设备中创建支持转储文件时，该文件包含活动设备和备用设备中的信息。 如果无法访问备
用设备，则不包含其转储文件数据 - 仅活动设备转储数据可用；将使用活动设备的完全限定域
名、机箱名称和设备托架命名支持转储，可以使用活动设备上的维护控制台检索支持转储。

关于逻辑机箱支持转储 
您可以创建逻辑机箱支持转储，它默认包含设备支持转储。 逻辑机箱支持转储文件包含每个成员
逻辑互连模块的内容。 在创建逻辑机箱支持转储后，它将并入设备支持转储，然后整组文件压缩
为 zip 文件并加密以供下载。

注意： 要创建不包含设备支持转储的逻辑机箱支持转储，必须使用逻辑机箱 REST API。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逻辑机箱的 REST API 脚本联机帮助。

另请参阅

•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31.3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可以使用此步骤仅为设备创建支持转储文件，或者为逻辑机箱和设备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小心：

如果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可能会覆盖现有的备份文件。 如果在设备上存在备份文件，请在创建支
持转储之前将其移到外部位置以妥善保管。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网络管理员、服务器管理员、基础设施管理员、备份管理员、只读

注意： 仅基础设施管理员可以选择不加密支持转储文件。 担负其他角色的用户创建支持转
储文件时，会自动对文件进行加密。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1. 对于设备支持转储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从主菜单中，单击“设置”，然后在“设备”面板中单击“创建支持转储”。
• 从主菜单中，单击“设置”，单击“设备”，然后选择“操作”→“创建支持转储”。

2. 如果您是基础设施管理员，请选择是否加密支持转储文件：

a. 要加密支持转储文件，请确认选中了“启用支持转储加密”复选框。
b. 要禁用加密，请清除“启用支持转储加密”复选框。

3. 单击“是，创建”。
在创建支持转储文件时，您可以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4. 在完成该任务后，将下载支持转储文件。 如果浏览器设置指定了默认下载文件夹，则将支持
转储文件会放置在该文件夹中。 否则，将提示您指示将文件下载到的位置。

5. 验证是否将支持转储文件保存到正确的文件夹中。

6. 有关如何将支持转储文件传输到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的说明，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
联系。

有关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联系的信息，请参阅“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第 367 页）。

31.3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303



重要信息：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支持转储文件经过加密，以使仅有授权支持代表可查看其内
容。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数据保留策略要求在使用后删除所有发送的支持转储文件。

另请参阅

• “有关支持转储文件”

• 故障排除：无法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31.4 从 UI 中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并将其写入到 U 盘
该步骤介绍了如何使用 UI 从物理设备控制台中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并将其存储在 U 盘上。

小心：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可能会覆盖备份文件。 如果备份文件在 U 盘上存在，请在创建支持
转储之前将其移到外部位置以妥善保管。

注意：

• 默认情况下，将加密支持转储文件。 仅基础设施管理员可以选择保存支持转储文件，而不进
行加密。

前提条件 

• 使用格式化为 NTFS 或 FAT32 文件系统且仅有一个分区的 USB 2.0 或 3.0 设备驱动器。 如
有必要，请使用计算机格式化 U 盘。
U 盘必须具有足够的可用空间（通常为 1 到 4 GB）以存储支持转储文件。 已成功测试容量
最多为 16 GB 的 U 盘。

• 必须在活动设备的 USB 端口中安装 U 盘。

• 确保当前未创建备份文件。 如果创建备份文件，创建新的支持转储将停止该操作并覆盖备份
文件。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并将其写入到 U 盘
1. 在物理控制台上访问 HPE OneView。
2. 从主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设备”面板中单击“创建支持转储”。
• 在“设置”屏幕上单击“设备”，然后选择“操作”→“创建支持转储”。
或者，也可以从“糟糕”屏幕中选择“创建支持转储”以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将要求您以基础设
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3. 如果您是基础设施管理员，请选择是否加密支持转储文件：

a. 要加密支持转储文件，请确认选中了“启用支持转储加密”复选框。
b. 要禁用加密，请清除“启用支持转储加密”复选框。

4. 单击“是，创建”。
在创建支持转储文件时，您可以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5. 耐心等待，直到下载了支持转储文件。 将在屏幕上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已成功创建支持转储
并且可以安全地拔下 U 盘。

6. 检查 U 盘内容以查找支持转储文件名，以验证是否保存了支持转储文件。
7. 如果必要，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以了解如何将支持转储文件发送到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的说明。
另请参阅 

• “有关支持转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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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第 367 页）。

31.5使用 REST API 脚本为授权的技术支持人员创建支持转储
某些错误消息建议您创建设备的支持转储，以发送给授权的支持代表进行分析。 支持转储过程：

• 删除任何现有的支持转储文件

• 收集调试所需的日志和其他信息

• 创建一个压缩的文件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将加密支持转储文件中的所有数据，以便仅授权的支持代表可以访问该文
件。 如果有现场的授权支持代表或环境禁止外部连接，您可以选择不加密支持转储文件。 也可
以验证支持转储文件的内容，并确认它不包含密码等敏感数据。

重要信息： 如果设备处于错误状态，您仍然可以创建加密的支持转储文件，而无需登录或进行
其他身份验证。

支持转储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 操作系统日志（来自 /var/log）

• 产品日志（来自 /ci/logs）

• 特定操作系统和产品相关命令的结果

支持转储文件中记录的内容是使用 UTC（协调世界时）记录的。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会话 ID 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使用 REST API 创建支持转储

1. 创建支持转储。
POST /rest/appliance/support-dumps

2. 使用步骤 1 的 POST 响应正文中的 uri 元素值下载支持转储。
GET /rest/appliance/support-dumps/{file name}

重要信息：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将加密支持转储文件，以便仅授权的支持人员可以查看其内
容。

根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数据保留政策，发送给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的支持转储
文件将在使用后删除。

31.6 排除活动故障
可以使用以下信息消除“活动”屏幕上显示的警报。

31.6.1 已锁定警报

症状

已锁定警报，而无法清除。

原因

资源创建了锁定的警报。

31.5 使用 REST API 脚本为授权的技术支持人员创建支持转储 305



操作

1. 展开警报，然后按照“解决办法”中所述采取建议的措施。
2. 如果您需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展开“事件详细信息”，然后查看 correctiveAction 详细信息。
3. 当资源检测到发生变化时，它自动将警报状态更改为已清除。

31.6.2 在用户界面中未显示警报

症状

您无法访问“警报”屏幕，或者未在此处发布警报。

原因

不正确的权限

操作

1. 如果可能，请以具有较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 否则，请求基础设施管理员更改您的角色，
以便查看物理资源类型的警报。

2. 再次登录。

3. 查看“活动”屏幕。

31.6.3 将警报状态报告为空白或意外

症状

警报未处于以下状态：

• 严重错误

• 警告

• 正常

• 未知

原因

操作

1. 清除警报。

2. 恢复警报。

31.6.4 警报处于意外状态

症状

警报未处于以下状态

• 活动

• 已锁定

• 已清除

原因

由于出现一个根本问题，资源报告意外警报状态。

操作

1. 展开警报，然后按照“解决办法”中所述采取建议的措施。
2. 如果您需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展开“事件详细信息”，然后查看 correctiveAction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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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资源检测到发生变化时，它自动将警报状态更改为已清除。

31.7 设备故障排除
审核日志：

• “审核日志不存在”

• “无法下载审核日志”

• “未记录审核条目”
备份/恢复：

• “无法创建或下载备份文件”

• “恢复操作失败”
重新启动/关闭：
• “Synergy Composer 未关闭”

• “在关闭后无法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 “意外的设备关闭”
安全/身份验证：
• “无法导入证书”

• “已吊销证书”

• “无效的证书链阻止了操作”

• “无效的证书内容阻止了操作”

• “无法登录”

• “ 硬件设置用户无法登录”

• “在执行出厂重置操作后无法登录”
支持转储：

• “未创建支持转储”

• “未保存支持转储文件”

• “支持转储不包含备用设备的数据”

• “无法创建未加密的支持转储”

• “无法将支持转储下载到 U 盘”
更新：

• “无法更新 Synergy Composer”

• “下载了设备更新文件，但更新失败”

• “设备更新失败”
其他：

• “Synergy Composer 速度较慢”

• “浏览器未显示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

• “在设备控制板中不显示图标”

• “无法检索浏览器会话”

• “无法识别 U 盘”

• “重新安装远程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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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连接活动和备用设备”

• “Synergy Composer 脱机，需要手动执行操作”

• “Synergy Composer 脱机而无法使用”

31.7.1 Synergy Composer 速度较慢

症状

设备正常运行，但性能较差。

原因

未设置设备配置以获得最佳性能。

操作

1. 确保物理组件满足《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中所述的要求。
2. 确保 OneView 设备和管理的设备之间具有正确的网络连接。
3. 确保未启用电源管理。

4. 确保可用的存储是可以接受的。

5. 确保主机没有过载。

6. 从本地计算机中，使用 ping 命令确定 ping 操作的往返时间是否可接受。 较长的时间可能
指示浏览器有问题。

7. 确定浏览器设置是否正确。

8. 考虑绕过代理服务器。

9. 确保没有超过规模限制。 请参阅《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10. 创建支持转储并与授权支持代表联系。

31.7.2 意外的设备关闭

症状

设备崩溃

原因

计划外关机

崩溃后采取的措施

• 意外的关机很少发生。 检查严重警报或失败的任务。 按照解决方法说明进行操作（如果提
供）。

• 如果显示的资源信息不正确或不一致，请手动刷新资源（“操作”→“刷新”）。
• 创建支持转储（“设置”→“操作”→“创建支持转储”）以防止意外关机，从而帮助授权的支持
代表解决问题。

31.7.3 无法更新 Synergy Composer

症状

更新设备操作失败。

解决方法 1

原因

不正确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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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上。

2. 再次执行更新操作。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设备无法访问网络。

操作

“Synergy Composer 无法访问网络”

解决方法 3

原因

设备证书无效、已过期或已更改。

操作

1. 从“设置”屏幕的“安全性”窗格中检查证书设置。
2. 如果无效或已过期，请获取新的设备证书。

根据证书类型，请参阅“创建自签名证书”或“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3. 刷新浏览器页面。

4. 接受新证书。

5. 重试更新操作。

解决方法 4

原因

磁盘空间不足。 更新操作需要的磁盘空间量是更新文件 update.bin 的两倍。

操作

1. 执行以下 REST API 调用以删除与更新操作相关的文件，从而释放磁盘空间：
DELETE https://{appl}/rest/appliance/firmware/pending
Accept: application/json
Auth: authorization

X-Api-Version: 200

2. 重试更新操作。

31.7.4 下载了设备更新文件，但更新失败

症状

已成功下载更新文件，但更新操作没有更新设备。

解决方法 1

原因

下载文件对于浏览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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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验证下载大小是否在浏览器容量内。

2. 使用其他浏览器。

解决方法 2

原因

从设备中删除了文件。

操作

1. 下载更新文件。

2. 重试更新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解决方法 3

原因

设备版本超出适用于更新的版本范围。

操作

1. 下载支持的更新文件版本（基于设备版本）。

2. 重试更新操作。 有关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31.7.5 设备更新失败
在执行更新操作之前，显示影响设备更新的任何阻止或警告情况。

症状

更新失败

原因

操作

1. 确认您不是升级到已安装的同一版本。

2. 验证“设置”屏幕中“设备”面板中的 LAN、CPU 和内存的所有状态指示符是否都为绿色，再
重试更新。

3. 创建支持转储并与 HPE 支持代表联系。

31.7.6 浏览器未显示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

症状

浏览器未显示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

解决方法 1

原因

不支持浏览器。

操作

使用支持的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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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2

原因

浏览器缓存已满。

操作

1. 清除浏览器缓存并重试。

2. 刷新或重新加载浏览器。

解决方法 3

原因

未启用 Javascript。

操作

在浏览器中启用 Javascript。

解决方法 4

原因

与设备的连接有问题。

操作

1. 验证浏览器代理设置是否准确。

2. 刷新或重新加载浏览器。

3. 验证设备是否可以访问网络。

“Synergy Composer 无法访问网络”。

31.7.7 在设备控制板中不显示图标

症状

显示控制板，但没有图标。

原因

在浏览器加载图标之前超时

操作

1. 刷新或重新加载浏览器。

2. 验证设备是否可以访问网络。

“Synergy Composer 无法访问网络”。

31.7.8 无法检索浏览器会话

症状

浏览器不显示会话或会话似乎冻结。

解决方法 1

原因

会话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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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注销。

2. 重新登录以启动新会话。

解决方法 2

原因

会话已注销。

操作

登录以启动新会话。

31.7.9 无法创建或下载备份文件

症状

无法创建或下载备份文件。

解决方法 1

原因

正在进行其他相关操作。 每次只能创建一个备份作业。 无法在恢复操作期间或在以前的备份文
件正在上载或下载时创建备份文件。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没有运行其他备份或恢复操作。 查找“设置”屏幕中的进度条或“活动边栏”中注明的完成
状态。

3. 请耐心等待，直到操作完成。

4. 如果出现一条警报，请按照其解决方案

a. 重试备份操作。

b. 如果备份操作失败，请重新启动设备。

c. 重新启动设备后，再次运行备份操作。

解决方法 2

原因

网络连接问题导致无法下载。

操作

确保正确配置了网络并按预期的方式工作。

解决方法 3

原因

如果在备份操作期间运行配置文件操作，将导致任何以下问题：

• 在网络中具有重复的 GUID

• 服务器使用以前的配置文件中的设置

• 错误消息：操作中断

• 错误消息：配置不一致

312 故障排除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确定受影响的服务器。

3. 取消分配服务器的配置文件。

4. 将配置文件重新分配给服务器。

5. 如果报告了任一错误消息，请确定造成这种情况的任何因素（与 HPE OneView 无关），例
如：

• 是否移动了服务器？

• 是否关闭了服务器的电源？

6.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7. 向授权的支持代表报告该问题。

症状

无法下载备份文件，因为正在执行相关的操作。

原因

在执行备份文件创建或恢复操作时，无法上载或下载备份文件。

操作

• 确保未运行其他备份或恢复操作。 “设置”屏幕中的进度栏将指示这种情况。

症状

似乎未下载备份文件。

原因

下载较大的备份文件可能耗时几分钟或更长时间，具体取决于设备配置的复杂程度。

操作

• 等到该操作完成。 在“设置”屏幕中观察进度栏以监视该操作。

31.7.10 未创建支持转储

症状

找不到所需的支持转储

解决方法 1

原因

经过的时间不足

操作

1. 稍候片刻。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如果日志文件很大或系统较大，创
建支持转储文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2.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操作。

解决方法 2

原因

仅基础设施管理员可以从“糟糕”屏幕中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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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提供基础设施管理员凭据，然后重试。

31.7.11 未保存支持转储文件

症状

在设备上缺少支持转储文件。

解决方法 1

原因

如果浏览器设置不正确，您可能很容易错过自动下载通知。

操作

1. 验证下载是否已完成。

2. 验证浏览器设置。

3.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操作，并检查活动边栏中的下载进度栏。

解决方法 2

原因

客户端上用于支持转储文件的磁盘空间不足。

操作

1. 确保本地计算机具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来存储支持转储文件。

2.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操作。

31.7.12 支持转储不包含备用设备的数据

症状

支持转储文件包含群集的活动设备数据，但不包含备用设备数据。

解决方法 1

原因

设备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以存储所有数据。

操作

1. 可选：将支持转储文件移动到设备以外的位置。

2. 删除设备上的支持转储文件。

3. 找到并删除任何不需要的文件。

4.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操作。

解决方法 2

原因

备用设备未联机

操作

1. 确保备用设备处于联机状态。

2.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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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访问备用设备的维护控制台并使用维护控制台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31.7.13 无法创建未加密的支持转储

症状

您可以创建加密的支持转储文件，而不是未加密的支持转储文件。

原因

您没有正确的授权以创建未加密的支持转储文件。 仅基础设施管理员可以这样做。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上。

2.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操作。

3. 指定“未加密的支持转储”选项。
4. 创建支持转储。

5. 检查进度栏以验证是否成功。

31.7.14 无法将支持转储下载到 U 盘

症状

尝试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并将其下载到 U 盘失败。

解决方法 1

原因

U 盘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以存储支持转储文件。

操作

1. 确保 U 盘具有 1 到 4 GB 的可用磁盘空间。
2. 使用运行 Linux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删除不需要的文件。
3.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步骤以将支持转储文件下载到 U 盘中。

解决方法 2

原因

未安装 U 盘，或者其格式不兼容。

操作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确保正确安装了 U 盘。

• 将 U 盘重新格式化为 NTFS 或 exFAT 文件系统。

• 使用另一个格式化为 NTFS 或 exFAT 文件系统的 U 盘。
2.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步骤以将支持转储文件下载到 U 盘中。

解决方法 3

原因

U 盘的文件系统类型为 FAT32，并且支持转储文件超过 4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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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将 U 盘重新格式化为 NTFS 或 exFAT 文件系统。

• 使用另一个格式化为 NTFS 或 exFAT 文件系统的 U 盘。
2.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步骤以将支持转储文件下载到 U 盘中。

31.7.15 无法识别 U 盘

症状

显示 No USB mounted 消息。

原因

U 盘的文件系统超过 16 GB。

操作

1. 确保将 U 盘插入到正确的机箱中。
2. 使用格式化为小于或等于 16 GB 的单个文件系统的 U 盘。

FAT32 文件系统的最大大小为 4 GB。

3. 重试创建支持转储步骤以将支持转储文件下载到 U 盘中。

31.7.16 无法导入证书

症状

设备不允许或接受导入证书操作。

解决方法 1

原因

您的登录帐户没有提供导入证书的权限。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重试该操作。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设备与浏览器断开连接。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验证网络是否正常工作。

“Synergy Composer 无法访问网络”

2. 等待 Web 服务器重新启动，然后再次尝试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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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17 已吊销证书

症状

证书颁发机构无法再识别证书。

原因

证书不再有效。

操作

1.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为设备创建或获取新证书。

2. 生成一个新的签名请求。

31.7.18 无效的证书链阻止了操作

症状

远程设备中的证书链已损坏。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为设备创建或获取新证书。

2. 生成一个新的签名请求。

31.7.19 无效的证书内容阻止了操作

症状

原因

证书的格式无效。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创建或获取具有有效格式的新设备。

“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或 “创建自签名证书”

2. 导入新证书。

31.7.20 无法下载审核日志

症状

用于下载审核日志的操作菜单项不可见。

原因

不正确的授权。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下载审核日志。

31.7.21 未记录审核条目

症状

审核日志中的条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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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编辑了导致日志记录停止的审核日志。

操作

重新启动设备以恢复日志记录。

31.7.22 审核日志不存在

症状

已删除审核日志。

操作

重新启动设备以创建审核日志并恢复日志记录。

31.7.23 恢复操作失败

症状

恢复和出厂重置操作失败，并且设备无法重新启动。

解决方法 1

原因

备份文件不兼容。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使用符合以下条件的最近备份文件重试恢复操作：

恢复的设备的 HPE OneView 主次版本号与创建备份文件的设备相同。
“设置”屏幕显示以下格式的版本号：
版本主要.次要.nn-nnnnn月-日-年

3. 纠正恢复操作无法自动解决的任何差异。

解决方法 2

原因

出现严重错误。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以便在可能需要联系授权的支持代表时使用。

3. 如果可能，请将设备重置为出厂设置。

否则，对 Synergy Composer 进行重新映像。

4. 重试恢复操作。

原因

恢复操作失败。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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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以便在可能需要联系授权的支持代表时使用。

3. 执行下面的一个或两个操作：

• 重试恢复操作，指定最近备份文件。

• 尝试使用与设备兼容的其他备份文件执行恢复操作。

4.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原因

恢复操作的状态是正在进行，但更改百分比已经 2.5 小时或更长时间未发生变化了。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重新启动设备。

3. 执行下面的一个或两个操作：

• 重试恢复操作，指定最近备份文件。

• 尝试使用与设备兼容的其他备份文件执行恢复操作。

症状

服务器硬件正在从错误的设备或不正确的 BIOS 设置引导

原因

在备份操作之后和恢复操作之前更改了 BIOS、固件和引导设置。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检查 BIOS 固件和引导设置。
3. 取消分配配置文件。

4. 将每个配置文件重新分配给相应的服务器。

症状

恢复操作未恢复服务器配置文件。

原因

恢复操作超时或失败。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重试恢复操作，指定最近备份文件。

b. 尝试使用与设备兼容的其他备份文件执行恢复操作。

4. 验证是否执行所需的所有操作，以使配置文件与环境保持一致。 如果某个配置文件仍处于不
一致的状态，数据中心可能会出现不正确的行为。

31.7.24 Synergy Composer 未关闭

症状

尽管执行了关闭操作，但设备仍保持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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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可能出现了内部服务器错误。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重试关闭操作。

3. 从维护控制台中重试关闭操作。

4.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创建支持转储。

5. 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并为他们提供支持转储。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第 367 页）。

31.7.25 在关闭后无法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症状

重新启动操作导致关闭，但未重新启动。

原因

可能出现了内部服务器错误。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重试重新启动操作。

3. 从维护控制台中重试重新启动操作。

4.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创建支持转储。

5. 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并为他们提供支持转储。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第 3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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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6 无法登录

可能的原因和建议症状

设备尚未启动或浏览器未正常运行

1. 等待设备完全启动。
2. 刷新浏览器，然后重试。
3. 打开新的浏览器，然后重试。
4.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使用 REST API 重新启动设备。

未出现登录屏幕。

本地用户帐户的身份验证无效

1. 重新键入您的登录名和密码以防输入错误。
2.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验证您的登录名和角色设置。 如果已将设备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基础设施管理员可能需要恢复您的设置。

3.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执行以下操作：
a. 验证帐户名称，并确保为用户分配了一个角色。
b. 请重新启动设备，然后重试。

身份验证目录服务的身份验证无效

1. 重新键入您的登录名和密码，然后选择正确的身份验证目录以防止出现错误。
2. 使用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验证您的登录名、组和角色设置。 如果已将设备重置为原始出厂
设置，基础设施管理员可能需要恢复您的设置。

3.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执行以下操作：
a. 验证帐户名称，并确保用户是目录服务中的组的成员。
b. 验证是否正确配置了身份验证目录服务。
c. 验证目录服务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请参阅“目录服务不可用”。
d. 验证目录服务主机证书是否有效。 如果无效，请重新获取并安装一个证书。
e. 与目录服务提供商联系，以确保证书是准确的。
f. 请重新启动设备，然后重试。

出现登录屏幕，但设
备拒绝您的登录。

31.7.27  硬件设置用户无法登录

症状

已阻止硬件设置用户的授权。

原因

设备配置为拒绝硬件设置用户访问。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访问编辑安全性屏幕。

3. 启用“硬件设置访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4. 注销并以硬件设置用户身份重新登录。

5. 重试该操作。

31.7.28 在执行出厂重置操作后无法登录

症状

在执行出厂重置操作后不接受登录。

原因

出厂重置已删除身份验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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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使用在首次登录时使用的默认凭据登录到设备。

31.7.29 重新安装远程控制台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运行 Firefox 或 Chrome 时，iLO 远程控制台首次安装禁止再次显示安装对
话框。 如果您需要重新安装控制台软件，您必须重置安装对话框。

症状

未显示安装对话框。

原因

如果使用一个浏览器（Firefox 或 Chrome）安装 iLO 远程控制台软件，但现在使用另一个浏览
器，则会显示一个对话框以提示您安装该软件，即使已安装了该软件。

操作

要重新安装该控制台，请按 Shift 键，然后选择“操作”→“启动控制台”。
重新安装软件

1. 单击“安装软件”，然后关闭安装应用程序的所有对话框。
2. 单击“我的安装已完成 - 启动控制台”，以在安装后启动该控制台。

31.7.30 未连接活动和备用设备

症状

“设置”页的“设备”面板显示未连接活动设备和备用设备。

解决方法 1

原因

未打开备用设备的电源。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打开“机箱”页。
3. 确保打开了备用设备电源。

4.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以验证设备的运行状态。

解决方法 2

原因

未打开机箱电源。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打开“机箱”页。
3. 确保机箱电源已打开。

31.7.31 Synergy Composer 脱机，需要手动执行操作

症状

维护控制台指示设备处于脱机状态，需要手动执行才能安全地恢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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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群集中的设备均未处于活动状态。 数据完整性限制导致无法自动激活设备。

解决方法 1

原因

网络问题或链路机箱网络中的多个连接中断可能已导致发生中断。 连接机箱 LINK 端口的电缆已
断开。

操作

1. 通过更正中断的原因（如有）恢复高可用性：

a. 修复网络连接。

确保正确连接了所有链路机箱网络电缆。

b. 重新连接用于连接 LINK 端口的电缆。
2. 使机箱恢复联机。

使用维护控制台“查看详细信息”命令标识不能确认状态的设备。 根据设备的机箱和设备托架
编号来标识它。

如果相应的机箱或框体链路模块处于脱机状态，则打开其电源可更正该问题。

3. 如果机箱或框体链路模块不能恢复联机状态，请将设备移动到正常运行的机箱。

如果可能，在不同的机箱中安装群集设备以提高故障保护。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不能恢复高可用性。

操作

重要信息： 此步骤要求您覆盖数据完整性保护。

执行此步骤时应格外小心

1. 确定两个设备在设备群集中的位置。 根据机箱和设备托架给出位置。 从任一设备执行维护
控制台“查看详细信息”操作可为其他设备提供此信息。

小心： 错误地标识设备可能导致“不可恢复的数据丢失”。

2. 确定每个设备是否：

• 在机箱中。

• 已打开电源。

• 在维护控制台的通知标题中显示有关尚未在设备之间同步更改的警告。

3. 选择要激活的设备。 使用以下条件：
• 如果一个设备显示未同步的更改警告，请选择它。

• 如果设备满足以下条件，请选择其他设备：

■ 设备已丢失并且无法恢复。

■ 无法联机。

如果丢失的设备包含未同步的更改，那么可能会发生不可恢复的数据丢失。

4. 确保未选中的设备：

• 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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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从机箱中移除，或

• 刚重新启动。

该步骤非常关键，可确保这两个设备不会同时处于活动状态。 否则不能使其重新同步，并将
导致无法恢复的数据丢失。

5. 在所选设备的维护控制台中，选择“激活”并确认该操作。 请参阅“在 Synergy Composer 不
具有高可用性时将其手动激活” （第 417 页）。
请参考设备状态以监视进度。

31.7.32 Synergy Composer 脱机而无法使用

症状

维护控制台指示设备处于脱机状态，并且由于数据不完整而无法使用。

设备群集中的设备均未处于活动状态。 数据完整性限制导致无法自动激活设备。

原因

处于“脱机/不可用（不完整的数据）”状态中的设备在同步其数据时发生中断，或者该设备遇到了
磁盘写入错误。 设备无法在此状态下激活。

操作

1. 将脱机/不可用设备与群集中的其他设备重新连接起来。
其他设备可能具有最新数据。

重新建立设备之间的连接将允许数据同步完成。

2. 使最新的设备机箱恢复联机状态。

使用最新设备的维护控制台中的 View details 命令找到其位置（机箱和设备托架）。
如果其机箱或框体链路模块处于脱机状态，则打开其电源可更正该问题。

3. 如果机箱或框体链路模块不能恢复联机状态，请将最新的设备移动到正常运行的机箱。

如果可能，在不同的机箱中安装群集设备以提高故障保护。

4. 修复 LINK 端口之间的连接
如果最新设备运行正常，则可能是连接 LINK 端口的电缆已断开。 确保正确连接了所有此类
电缆。 将其重新连接可以解决此问题。

5. 通过备份恢复

如果最新设备处于不可恢复的状态，可使用设备数据的备份副本恢复操作：

a. 出厂重置或重新映射这两个设备。

b. 从最近的兼容备份文件恢复一个设备。

c. 允许其他（或另一个）设备与已恢复的设备一起加入高可用性群集。

如果需要更换设备，可以稍后再添加，以便恢复高可用性。

31.8 设备网络设置故障排除
31.8.1 Synergy Composer 无法访问网络

症状

无法正常执行需要网络访问的操作。

原因

未正确配置设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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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是否正确分配了 IP 地址。
3. 验证 DNS IP 地址是否正确。
4. 验证 DNS 服务器是否不受防火墙保护。
如果是，请修改防火墙设置。

5. 验证 DNS 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6. 验证您的网络的网关地址是否正确。

7.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上，然后更正网络设置。

31.8.2 Synergy Composer 无法从 DHCP 服务器中检索 DNS 信息

症状

DHCP 服务器未提供 IP 地址的访问权限。

原因

未正确配置 DNS 或 DHCP 服务器

操作

1. 验证每个 DNS IP 地址是否正确。
2. 验证 DNS 服务器是否不受防火墙保护。
如果是，则可能需要修改防火墙设置。

3. 验证 DNS 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4. 如有必要，请使用静态地址分配而非 DHCP。

31.8.3 无法访问 DNS 服务器

症状

警报消息报告 IP 地址未作为 DNS 服务器响应。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验证每个 DNS IP 地址是否正确。
2. 验证 DNS 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3. 验证 DNS 服务器是否不受防火墙保护。
如果是，则可能需要修改防火墙设置。

4. 相应地更改网络设置。

31.8.4 无法访问网关服务器

症状

警报消息报告 IP 地址不是有效的网关。

原因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验证您网络的网关地址。

2. 验证网关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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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应地更改网络设置。

31.8.5 无法更改网络设置

症状

您无法更改网络设置。

原因

不正确的权限

操作

1. 如果可能，请以具有较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 否则，请求基础设施管理员更改您的角色，
以便您可以更改网络设置。

2. 再次登录。

3. 更改网络设置。

31.8.6 NTP 同步失败

症状

设备时间和日期设置与 NTP 服务器不匹配。

解决方法 1

原因

设备未正确配置 NTP。 设备配置包含错误。

操作

1. 作为基础设施管理员，验证指定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是否为 NTP 服务器。
2. 检查“设置”屏幕的“设备”面板，以确认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否正确。
3. 验证 NTP 服务器是否不受防火墙保护。
如果是，则可能需要修改防火墙设置。

4. 验证 NTP 服务器已启动并正在进行通信。
5. 将设备时钟与 NTP 服务器同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以将设备与 NTP 服务器同步。 对于全球 NTP 服务器，这可能需要长达
1 小时的时间。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设备时间与 NTP 服务器的时间相差超过 1000 秒。 设备无法与 NTP 服务器同步。

操作

1. 编辑设备时间和区域设置以手动设置设备的时间。 欲了解相关步骤，请参阅联机帮助。
2. 验证设备的时间与 NTP 服务器时间是否匹配。
3. 将设备与 NTP 服务器同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注意： 在同步设备时，HPE 建议使用 4 个 NTP 服务器。

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以将设备与 NTP 服务器同步。 这可能需要长达 10 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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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电子邮件通知故障排除
根据以下信息排除“设置”屏幕上“通知”面板中显示的警报。

31.9.1 无法配置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症状

您无法配置警报功能的电子邮件通知。

原因

您没有使用此功能的必要权限。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上。

2. 添加或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3. 验证您是否能够成功地添加或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收件人将列在面板中。

31.9.2 无法通过 <发送电子邮件地址的主机名> 进行连接

症状

设备无法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的主机名进行连接。 设备无法使用配置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警报消
息。

解决方法 1

原因

用于配置电子邮件通知的一个或多个参数无效，而导致设备无法访问用于发送电子邮件的主机。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查看配置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2. 更正所有无效的配置参数。

3. 保存配置。

4. ping 主机或发送测试消息以验证配置。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设备出现网络问题，而导致设备无法发送电子邮件消息。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对主机执行 pinging 操作以验证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地址的主机名是
否在网络上。

2. 请参阅设备无法访问网络以解决网络连接问题。

31.9.3 主机没有作为 SMTP 服务器响应

症状

应发送电子邮件消息的主机名没有作为 SMTP 服务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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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

原因

未正确配置主机名。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对主机执行 pinging 操作以验证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地址的主机名是
否在网络上。

2. 验证使用的端口号是否正确无误。

3. 查看用于配置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的参数。 有关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4. 根据需要更新“电子邮件”参数。
5. 保存配置。

6. 使用 telnet 命令验证配置。 例如：
telnet mail.example.com 25

7. 此外，还可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进行验证。

解决方法 2

原因

用于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的 SMTP 服务器使用 TLS/SSL 安全协议。

操作

1. 使用 telnet 命令和正确的端口验证到 SMTP 服务器的连接。 例如：
telnet mail.example.com 587

2. 查看用于配置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的参数。 有关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3. 确保 SMTP 服务器不支持 TLS/SSL。
根据需要更新“电子邮件”参数。

4. 保存配置。

5. 使用 telnet 命令验证配置。 例如：
telnet mail.example.com 25

6. 此外，还可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进行验证。

解决方法 3

原因

电子邮件通知配置具有无效的 SMTP 服务器密码。 无法发送电子邮件，因为无法提供正确的身
份验证。

操作

1. 使用 telnet 命令连接到 SMTP 服务器以验证密码。 例如：
telnet mail.example.com

2. 查看用于配置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的参数。 有关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3. 确保 SMTP 服务器密码正确无误。
根据需要更新“电子邮件”参数。

4. 保存配置。

5. 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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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4 无法将电子邮件传递给某些电子邮件 ID

症状

某些用户收到有关警报的电子邮件消息，但其他用户没有收到相同的消息。

解决方法 1

原因

未配置或未正确配置收件人。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按照联机帮助中有关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的过程进行操作，以便查
看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2. 验证是否已指定收件人。

根据需要更正条目。

3. 验证每个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是否有效。

根据需要更正条目。

4. 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进行验证。

解决方法 2

原因

已过滤掉电子邮件消息，因而未传送该消息，因为该消息被视为垃圾邮件。

操作

1. 如果发送电子邮件的主机和收件人位于同一个域中，请检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2. 确保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不会阻止该邮件，并且不会将该邮件视为垃圾邮件或将其发送到垃圾
邮件文件夹。

3. 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进行验证。

31.9.5 指定的收件人没有接收事件的电子邮件通知

症状

配置的收件人均未收到电子邮件警报通知。

解决方法 1

原因

当前已禁用电子邮件通知。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查看配置参数。

2. 确保电子邮件通知功能已启用。

3. 确保每个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已相应地启用或禁用。

4. 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进行验证。

解决方法 2

原因

收件人无法接收电子邮件消息，因为未正确配置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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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查看配置参数。

2. 验证收件人是否已指定，以及电子邮件地址是否有效。

3. 如果未指定收件人，请根据需要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通过编辑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将收件人添加到现有过滤器的电子邮件地址列表中。

• 将收件人添加到新的过滤器中。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4. 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进行验证。

解决方法 3

原因

电子邮件收件人配置包含的无效过滤器规范不捕获任何警报以提供通知。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按照联机帮助中有关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的过程进行操作以查看过
滤器条目。

2. 检查“活动”屏幕中报告的警报，并留意过滤器是否已捕获您认为应该已捕获的警报。
3. 查看过滤器条目。

确保精确且准确地定义了过滤器。

4. 保存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5. 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来验证配置。

31.9.6 频繁的且不相关的电子邮件

症状

将不属于特定收件人的电子邮件消息发送给他们。

原因

电子邮件收件人配置包含的过滤器规范允许发送不需要或不相关的警报。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按照联机帮助中有关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的过程进行操作以查看过
滤器条目。

2. 查看过滤器条目：

• 确保没有任何空过滤器条目。 当过滤器条目为空时，将针对任何警报生成一封电子邮
件。

• 确保过滤器条目是唯一的。 否则，至少会发送两倍的邮件。

• 指定过滤条件时一定要精确。 编辑过滤器条目，以便它仅对要发送通知的警报起作用。
3. 保存电子邮件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4. 通过监视电子邮件通知来验证配置。

31.9.7 无法发送测试消息

症状

已发送测试消息，但收件人均未收到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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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

原因

用于配置电子邮件通知的一个或多个参数无效，而导致设备无法访问用于发送电子邮件的主机。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查看有关配置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的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联机帮助。

2. 更正所有无效的配置参数。

3. 保存配置。

4. 再次 ping 主机或发送测试消息以验证配置。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设备出现网络问题，而导致设备无法发送电子邮件消息。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对主机执行 pinging 操作以验证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地址的主机名是
否在网络上。

2. 请参阅设备无法访问网络以解决网络连接问题。

31.9.8 某些测试消息未收到

症状

某些收件人收到测试消息，但其他收件人未收到相同的消息。

解决方法 1

原因

未配置或未正确配置收件人。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的身份按照联机帮助中有关编辑电子邮件收件人的过程进行操作，以便查
看收件人和过滤器条目。

2. 验证是否已指定收件人。

根据需要更正条目。

3. 验证每个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是否有效。

根据需要更正条目。

4. 发送另一条测试消息以进行验证。

解决方法 2

原因

已过滤掉测试消息，因而未传送该消息，因为该消息被视为垃圾邮件。

操作

1. 如果发送电子邮件的主机和收件人位于同一个域中，请检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2. 确保电子邮件应用程序不会阻止该邮件，并且不会将该邮件视为垃圾邮件或将其发送到垃圾
邮件文件夹。

3. 发送另一条测试消息以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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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机箱和机箱组故障排除
• “来自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的通信失败”

• “机箱配置不完整”

• “无法再管理机箱”

• “机箱清单不完整”

• “框体链路模块端口状态为“未链接”或“已禁用””

31.10.1 无法再管理机箱

症状

显示警报或错误：链路模块上的 LINK 端口已断开连接。

原因

由于电缆断开连接，未正确配置 HPE Synergy 框体以提供冗余。

操作

• 将每个框体连接到组中的另一个框体，并将每个 LINK 端口连接到另一个 LINK 端口。

31.10.2 来自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的通信失败

症状

警报或错误指示与 HPE Synergy 框体的通信出现错误。

原因

与 HPE Synergy 框体的连接发生故障或中断。
通信故障的常见原因是：

•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正在进行重置或出厂重置

• 正在更新固件

• 框体链路模块正在进行故障转移

• 正在更改框体链路模块之间的 LINK 连接

操作

1. 等待任何操作完成，例如，上面列出的操作。 如果未恢复连接，请按照警报中列出的解决方
法说明进行操作。

2. 验证是否为连接的 HPE Synergy 框体组中的所有 HPE Synergy 框体解决与 LINK 端口连接
相关的所有警报。

3. 如果连接未恢复，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刷新机箱与设备之间的通信”。
4. 如果通信仍然失败，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重置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5.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31.10.3 机箱配置不完整

症状

警报或错误指示未完全应用机箱管理设置。

原因

添加或刷新 HPE Synergy 框体失败，而无法应用所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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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按照警报中列出的解决方法说明进行操作。

如果系统指示您重置框体链路模块，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重置框体链路模块”以获取详细信
息。 不要执行该步骤，除非要求这样做。

2. 查看有关框体的所有警报，以检查其他框体链路模块或其他硬件组件是否正常工作。 对于每
个警报，请按照解决方法说明进行操作。

3. 验证是否正确安装了每个框体链路模块，以及链路模块上的运行状况指示灯是否为绿色。

4. 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刷新机箱与设备之间的通信”。
5.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31.10.4 机箱清单不完整

症状

警报或错误指示机箱清单可能不完整。

原因

收集有关 HPE Synergy 框体中的资源的信息失败
收集信息失败的常见原因是：

• 出现通信错误

• 最近插入了一个设备（如风扇、电源、服务器、框体链路模块或互连模块），并且未做好被
发现的准备

操作

1. 按照警报中列出的解决方法说明进行操作。

2. 查看与该特定设备有关的所有警报。 对于每个警报，请按照解决方法说明进行操作。
3. 验证是否正确安装了该设备，以及该设备上的运行状况指示灯是否为绿色。

4.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使用该设备上的 HPE OneView REST API 执行 EFuse，或者实际卸
下该设备并重新插入。 请参阅《HPE OneView REST API 脚本帮助》中的“使用 EFuse 在
托架上执行硬重置”。

5.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31.10.5 框体链路模块端口状态为“未链接”或“已禁用”

症状

警报或错误指示 LINK 端口连接到了未知设备。

原因

未正确连接用于连接框体链路模块的电缆，或者 LINK 端口连接到了未知设备。

操作

解决方法：

1. 检查电缆连接。

• 对于多个 HPE Synergy 框体，请检查一组框体中的每个框体链路模块是否通过 LINK 端
口连接到了该组中的另一个框体链路模块。 该组中的最后一个框体必须将其链路模块连
接到第一个框体的链路模块。

• 对于单个 HPE Synergy 框体，请检查两个框体链路模块是否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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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电缆连接正确无误，则尝试重新安装框体链路模块。

有关电缆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症状

警报或错误指示未连接 LINK 端口。

原因

连接到 LINK 端口的电缆已断开。

操作

检查电缆连接，并确保一组链接框体中的每个框体链路模块通过 LINK 端口连接到该组中的另一
个框体链路模块。

症状

警报或错误指示链路模块不匹配 - 机箱是由另一个设备管理的。

原因

框体链路模块连接到其他 HPE Synergy 框体组中的另一个框体链路模块。

操作

解决方法：

1. 将连接到其他框体组中的框体的框体链路模块断开连接。

2. 检查电缆连接，并确保相同组中的每个框体链路模块通过 LINK 端口连接到该组中的另一个
框体链路模块。

有关电缆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3. 对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执行出厂重置，以便它可以与新的框体组通信。

症状

警报或错误指示 MGMT 端口已断开连接。

原因

与 HPE OneView 设备对应的框体链路模块的 MGMT 端口已断开连接。

操作

检查电缆连接。 与 Synergy 管理设备托架关联的框体链路模块上的 MGMT 端口必须连接到管理
网络。 例如，在托架 1 中有一个框体链路模块，并且 HPE Synergy Composer 位于设备托架 1
中，那么框体链路模块 1 的 MGMT 端口应连接到管理网络。
有关电缆连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
info/synergy-docs。

31.11 固件软件包故障排除
31.11.1 不正确的凭据

症状

iLO 用户名或密码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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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在尝试更新服务器固件时，您提供的用户名或密码对 iLO 管理处理器无效，或者为服务器指定的
凭据不正确。

操作

要解决该问题，请输入正确的凭据并再次添加机箱。

31.11.2 iLO 连接中断

症状

连接错误

原因

操作

建议

1. 重置服务器以恢复到服务器的管理处理器的网络连接

2. 再次更新固件。

31.11.3 SUM 错误

症状

无法删除固件升级日志文件

原因

操作

建议

1. 重新启动设备。

2. 再次更新固件。

症状

无法启动固件更新请求

原因

操作

再次更新固件。

31.11.4 在添加机箱时固件更新失败

注意： 在添加机箱时，iLO 固件可能由于网络或供电中断或其他问题而无法更新为最低版本。
列出的设备将处于“不受管”状态。

症状

iLO 固件未能更新

原因

操作

建议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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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主窗格中，选择未管理的服务器硬件。

3. 选择“操作”→“更新 iLO 固件”。

注意： 只有在 iLO 固件低于所需的最低版本，并且列出的服务器硬件处于不受管且不支持
的附件状态时，才会看到“更新 iLO 固件”。

4. 单击“确定”。
5. 要验证活动是否成功，请检查通知区域中活动是否为绿色状态。

如果活动失败，请按照建议的解决方法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31.12 互连模块故障排除
31.12.1 互连模块编辑失败

症状

通知显示修改互连模块失败。

原因

互连模块编辑失败。

操作

1. 验证是否满足联机帮助中列出的前提条件。

2. 按照任何通知消息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注意： 如果已成功编辑互连模块，则会在屏幕顶部的标题中显示通知，并显示所需的端口设置
和端口状态。

31.13 许可故障排除
31.13.1 许可证数似乎不准确

症状

在许可证图表中未报告最近添加或分配的许可证。

原因

许可证图表不是最新的。

操作

• 刷新“设置”屏幕，以使许可证图表显示最近的更改。

症状

许可证图表显示的许可服务器硬件数比当前管理的服务器硬件数多。

原因

已取消管理分配了 HPE OneView Advanced 许可证的服务器硬件。 在取消管理分配了 HP
OneView Advanced 许可证的服务器硬件后，该许可证仍然保持分配状态。 这可能会导致许可
的服务器数比当前管理的许可服务器硬件数多。

操作

• 使用 REST API 查看分配了许可证的所有服务器的完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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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找不到 HPE OneView Standard 许可证的许可证计数。

原因

设备不显示 HPE OneView Standard 许可证计数。

操作

要获取具有 HPE OneView Standard 许可证的服务器硬件计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服务器硬件”屏幕中，在“智能搜索”框中单击，然后为“范围”选择服务器硬件。
2. 在“智能搜索”框中，键入 state:Monitored，然后按 Enter。
主窗格将显示所有监视的服务器硬件。 将为所有监视的服务器硬件分配一个 HPE OneView
Standard 许可证。

31.13.2 无法查看许可证详细信息

症状

设备的许可证详细信息不可用。

原因

没有为设备分配许可证。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分配许可证。

3. 再次查看许可证详细信息。

症状

过滤条件为空或不正确。 设备无法返回任何结果。

原因

过滤条件不准确，可能不会返回任何结果。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更正过滤条件。

3. 再次查看许可证详细信息。

31.13.3 无法添加许可证

症状

您无法为设备添加许可证。

解决方法 1

原因

许可证密钥为空、不正确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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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输入的许可证密钥。

3. 提供正确的值，并确保许可证密钥格式有效。

4. 重试。

5.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许可证密钥已过期。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获取有效的最新许可证密钥。

3. 使用新的许可证密钥重试。

解决方法 3

原因

设备的日期和时间设置无效。 许可证尚未处于活动状态。 添加许可证的时间过早。

操作

1. 确认设备的日期和时间设置。

2. 检查许可证的激活日期和时间。

3.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31.13.4 无法添加许可证密钥

症状

您无法为设备添加许可证密钥。

解决方法 1

原因

许可证密钥为空、不正确或无效。

操作

所需的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输入的许可证密钥。

3. 提供正确的值，并确保许可证密钥格式有效。

4. 重试。

5.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解决方法 2

原因

许可证密钥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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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获取有效的最新许可证密钥。

3. 使用新的许可证密钥重试。

解决方法 3

原因

设备的日期和时间设置无效。 许可证尚未处于活动状态。 添加许可证的时间过早。

操作

1. 确认设备的日期和时间设置。

2. 检查许可证的激活日期和时间。

3.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

31.13.5 无法应用许可证

症状

无法将许可证或许可证密钥应用于实例。

解决方法 1

原因

使用该许可证密钥的所有许可证都在使用中。 您尝试许可的实例被记录为未许可。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获取新的许可证密钥。

3. 使用新的许可证密钥重试。

解决方法 2

原因

您尝试应用的许可证已在使用中。

操作

1. 如果有剩余的未使用许可证，请使用另一个许可证重试。

2. 否则，获取一个具有未使用许可证的许可证密钥，并使用来自新的许可证密钥的许可证重
试。

解决方法 3

原因

将许可证应用于已授予许可的实例或产品。

操作

1. 验证您尝试许可的实例或产品。

2. 如果需要，请使用正确的实例或产品名称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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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解决语言环境问题

可能的原因和建议症状

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命令提示符窗口调用 REST API（直接调用或通过在命令提示符窗
口中运行脚本）时，未正确显示在 Accept-Language 标题中指定中文 (zh) 或日语 (ja) 的
REST API 调用返回的消息。

HPE OneView 使用 UTF-8 编码返回消息。 当前版本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不
支持该操作

1. 使用命令提示符窗口时，将 REST API accept-language 标题设置为命令提示符支持的语
言环境（如 en-us）。

2. 将 REST 调用的输出重定向到某个文本文件并使用支持 UTF-8 的 Windows 工具（如记事
本）查看该文件。

3. 使用支持 UTF-8 的 Windows 可用的其他第三方工具。 例如，用户已向支持 UTF-8 的
Windows 报告 Cygwin 环境。

未正确显示在
Accept-Language 标
题中指定中文 (zh) 或
日语 (ja) 的 REST
API 调用返回的消息

31.15 逻辑互连模块故障排除
31.15.1 I/O 托架占用错误

症状

原因

互连模块状态更改

操作

互连模块状态错误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 IO 托架中缺少互连模块（互连模块状态为不存在）

• 在 IO 托架中找到不支持的互连模块型号（互连模块状态为不支持）

• 由于不支持的固件，无法管理 IO 托架中的互连模块（互连模块状态为不受管）

• 互连模块类型与逻辑互连模块组指定的类型不匹配

• 水平相邻的互连模块不匹配

31.15.2 上行链路集警告或错误

症状

上行链路集无法正常运行

原因

由于以下原因，上行链路集无法正常运行：

• 一个或多个上行链路由于电缆损坏、没有电缆、缺少收发器或收发器无效而未运行

• 未分配任何网络

• FCoE 网络缺少 DCBX 信息

操作

1. 验证是否满足以下前提条件：

• 至少定义了一个网络。

• 您具有网络管理员或同等的权限以管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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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FCoE 网络，DCBX 信息是必需的
2. 验证您在“添加上行链接集”屏幕上输入的数据是否正确以及上行链路集名称是不是唯一的。
3. 重试该操作。

31.15.3 物理互连模块警告或错误

症状

互连模块级别警告或错误

原因

互连模块警告或错误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 具有部署的连接的下行链路无法正常运行

• 不正确的固件版本（与固件基准版本不同）

• 配置错误

• 硬件故障

• 通信中断

• 以管理方式禁用的端口

操作

31.15.4 固件更新错误

症状

活动日志中显示固件更新失败条目。

原因

互连模块固件错误可能由以下原因所致：

• 进行固件更新时重新启动互连模块。

• 开始固件更新时已在进行另一固件更新。

• 开始升级前，逻辑互连模块中的互连模块未处于已配置状态。

• HPE OneView 无法与机箱通信。

操作

• 进行固件更新时请勿重新启动互连模块。

• 检查活动日志以详细了解根本原因。

如果暂存固件失败，则检查活动日志、更正问题并重新开始更新。1.
2. 如果激活固件失败，则检查活动日志，然后手动激活固件。

• 确保逻辑互连模块中的所有互连模块都处于已配置状态，然后再开始升级。

• 如果固件更新一直失败，请参阅联机帮助以创建逻辑互连模块支持转储文件，然后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代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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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网络故障排除
31.16.1 网络创建操作失败

症状

网络创建失败。

原因

网络配置不正确。

操作

1. 验证：

• 网络名称是不是唯一的。 当使用批量操作创建多个标记的网络时，将在网络名称中附加
VLAN ID。

• 网络数不超过《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中指示的最大值。
• 专用网络数不超过《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中指示的最大
值。

2. 重试创建网络操作。

31.17 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故障排除
31.17.1 无法与选定的主群集通信

症状

HPE OneView 无法与选定的主群集进行通信。

原因

选定的主群集不成对或不可用。

操作

通过在操作系统部署服务器上执行编辑操作以选择新的主群集，并将部署服务器备份恢复到新的
主群集。

31.18 故障排除报告
31.18.1 无法查看报告

症状

您无法访问任何报告。

原因

不正确的授权

操作

• 先注销，然后以允许您查看报告的用户角色登录。 例如：

基础设施管理员■

■ 网络管理员

■ 服务器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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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管理员

■ 只读

31.19 作用域故障排除
31.19.1 无法添加作用域

症状

单击“创建”或“创建 +” 没有生成作用域。

解决方法 1

原因

输入的作用域名称包含无效的字符。

操作

仅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加号 (+) 和空格字符重新输入作用域名称。

解决方法 2

原因

已使用为作用域指定的名称。

操作

提供唯一的作用域名称。

31.19.2 无法编辑或删除作用域

症状

由于出现错误 412“前提条件失败”，REST API 调用失败。

原因

在“If-Match”请求标头中传递的 eTag 与编辑或删除的作用域的当前 eTag 不匹配。

操作

使用当前 eTag 或设置为“*”的 eTag 重试该操作。

31.20 服务器硬件故障排除
有关特定服务器硬件问题的信息，请参阅 《HPE OneView 发行说明》。

31.20.1 无法控制服务器上的电源
如果很难进行服务器电源控制，请检查可能影响该功能的最近配置和安全更改。 通常，要查看这
些更改，最好从 iLO 事件日志入手。
硬件也可能发生故障。 请使用 iLO 上的 Integrated Management Log (IML) 检查开机自测 (POST)
错误，以确定是否发生了硬件故障。

如果打开或关闭电源操作失败，请按照通知消息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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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2 在设备重新启动后，到服务器硬件的连接断开
在崩溃后重新启动设备时，将评估服务器清单中是否有失败的长时间运行活动，这些活动在发生
崩溃时可能正在运行，例如，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设置。 您可以再次执行相同的操作以进行恢
复，例如，重新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设置。

设备将重新同步服务器。 在重新同步期间，每个服务器硬件将进入重新同步挂起状态。 单个服
务器硬件的完全重新同步包括重新查找服务器硬件，验证服务器硬件电源状态并相应地更新资源
状态以及更新运行状态。 在重新同步操作期间，设备将为每个任务创建一个任务队列。

31.20.3 将服务器替换为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症状

服务器硬件故障

原因

服务器硬件发生故障，必须更换。

操作

1. 正常关闭服务器硬件。

2. 删除原始服务器并安装更换服务器。

3. 如果更换服务器的服务器硬件类型与原始服务器的服务器硬件类型相匹配：

a. 如果配置文件中定义的“关系”设置为“设备托架”，则会自动将服务器配置文件重新分配
给新的服务器。 继续执行步骤 5。

b. 如果“关系”设置为“设备托架 + 服务器硬件”，则必须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并重新保存以
允许设备为新服务器重新配置该配置文件。 无需对服务器配置文件进行任何更改。 继
续执行步骤 5。

4. 如果更换服务器的服务器硬件类型与原始服务器的服务器硬件类型不匹配，则必须创建与更
换服务器的服务器硬件类型相匹配的新配置文件。 必须取消分配或删除已分配给服务器的原
始配置文件并向更换服务器分配新的配置文件。 或者，必须更新服务器硬件类型以便与插入
的硬件相匹配。

5. 如果 iLO 固件版本高于或等于所需的最低固件版本，请执行步骤 6。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中提供最低的 iLO 固件版本。 如果更换服务器的 iLO 固件版本
低于所需的最低固件版本，则会在“服务器硬件”屏幕上显示警报，并且服务器状态为“未管
理/不支持的固件”。
a. 选择“操作”→“更新 iLO 固件”。
b. 单击“确定”。

6. 如果 iLO 固件版本与基准不同并且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 Gen8 服务器或更高版本，则可
以通过重新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来自动更新 iLO 服务器固件。
a.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b. 选择“操作”→“编辑”。 如果需要，选择合适的服务器硬件。
c. 要手动管理固件更新，请从“固件基准”列表中，选择“手动管理”。
d. 要自动更新固件，请选择相应的固件基准。 要强制安装固件，请选择“强制安装”。
e. 单击“确定”。
如果固件版本与基准不同并且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 G7 服务器，则必须在设备之外更新
固件。

31.20.4 将服务器硬件上的服务器适配器更换为分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重要信息： 更换适配器必须与旧适配器相匹配。 如果更换适配器与旧适配器不匹配，则会更改
服务器硬件类型。 如果已为该服务器硬件分配某个服务器配置文件，则必须创建新的服务器配置
文件，以便支持更改的服务器硬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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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服务器适配器故障

原因

服务器适配器发生故障，必须更换。

操作

1. 正常关闭服务器。

2. 更换服务器上的适配器。

3. 如果相应的服务器配置文件配置了虚拟标识符 （MAC 和 WWN 地址） 请继续执行第 4 步。
如果该配置文件配置了物理标识符 （MAC 和 WWN），请考虑以下问题：
a. 由于标识符发生改变，因此操作系统上可能会丢失任何以太网的网络配置并且可能需要
重新配置。

b. 可能需要在您的存储网络区域和存储阵列中更新服务器主机 WWN。
4. 检查新适配器的固件版本。

a.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硬件”或“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包含更换的适配器的服
务器硬件或服务器配置文件。

b. 从“服务器硬件”屏幕或“服务器配置文件”屏幕中，选择“操作”→“启动控制台”。 将启动
iLO 远程控制台。

c. 打开服务器电源并在引导过程中检查新适配器的固件版本。

注意： 要检查固件版本是否与您的固件基准相匹配，请从主菜单中，选择“固件软件
包”，然后选择您的固件基准。 浏览固件列表，以查找您的基准中提供的内容并将该内
容与您的适配器固件进行比较。

5. 如果固件版本与基准不同并且将服务器配置文件分配给 Gen8 服务器或更高版本，则可以通
过重新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来自动更新服务器固件。

a.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要编辑的服务器配置文件。
b. 选择“操作”→“编辑”。 如果需要，选择合适的服务器硬件。
c. 要手动管理固件更新，请从“固件基准”列表中，选择“手动管理”。
d. 要自动更新固件，请选择相应的固件基准。 要强制安装所有固件，即使它是相同或更高
版本，请选择“强制安装”。

e. 单击“确定”。

31.21 服务器配置文件故障排除
31.21.1 未正确创建或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

如果未正确创建或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将在屏幕顶部显示通知以指出配置文件操作失败；请单
击通知区域以显示更详细的信息。 此外，服务器配置文件名称旁边的状态图标指示它处于错误状

况 ( )。 配置文件仍在设备上，但必须编辑配置文件以更正它。 在更正服务器配置文件时，配

置文件状态将更改为正常 ( )。

症状

原因

未正确创建或更新服务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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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验证下列情况：

1. 验证是否满足联机帮助中列出的前提条件。

2. 验证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 安装并应用了最新的 SPP

• 已输入配置文件名称，且该名称唯一

• 关闭了选定服务器硬件的电源

• 服务器硬件处于未应用任何配置文件状态，具有正确的固件，端口映射到正确的互连模
块，且设备托架未分配任何配置文件

• 服务器硬件可以关闭并重新打开电源；在应用配置文件设置时，用户没有关闭服务器硬
件的电源

• 您应用了正确的 iLO 和系统 ROM 固件级别

• 您使用的是支持的服务器硬件

• iLO 具有 IP 地址和网络连接

• 与服务器硬件 iLO 之间的通信存在，包括但不限于 iLO 是否正常工作，连接了网络电缆
并正常工作，以及管理网络中的交换机或互连模块没有发生故障

• 设备和管理的资源未被防火墙隔开

• 成功完成了添加机箱操作。

• 成功完成了添加服务器硬件操作。

• 可以在服务器硬件端口上使用指定的网络或网络集。

• 互连模块处于“已配置”状态且具有正确的固件。

• 逻辑互连模块配置与其逻辑互连模块组相匹配。

• 物理端口上没有重复的网络。

• 如果安装了多个适配器，所有适配器必须具有相同的固件版本。

• 用户指定的地址唯一且具有正确格式

3. 在解决时问题，请编辑配置文件，或者删除配置文件并创建另一个配置文件。

如果服务器配置文件在相同物理端口上具有重复的网络：

• 将连接更改为不同的端口

• 更改连接以使用不同的 VLAN

症状

添加连接时找不到网络

原因

操作

验证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 已使用配置到上行链路集的网络设置了逻辑互连模块组。

症状

无法从配置文件添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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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操作

验证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 逻辑互连模块组中的互连模块处于“已配置”状态，并且具有正确的固件。

• 服务器处于“未应用任何配置文件”状态，具有正确的固件，并且端口映射到正确的互连模块。

症状

在应用 BIOS 设置时，配置文件操作超时。

原因

服务器硬件或其 iLO 电源关闭/重置，或者设备无法从 iLO 收集进度信息。

操作

• 大多数情况下，重试该操作可解决问题。

症状

在分配或部署连接时自动分配 FlexNIC 失败。

原因

无效的配置

• FlexNIC 连接自动分配未验证以下内容：
物理端口上的带宽超额利用■

■ 物理端口上的最大网络 (VLAN)

■ 物理端口上的重复网络 (VLAN)

操作

• 需要手动分配。

31.21.2 无法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

症状

无法应用服务器配置文件

原因

操作

如果出现“Intelligent Provisioning 无法在所需的时间段内引导”错误，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受影响的系统上，在 POST 期间按 F10 以尝试手动引导到 Intelligent Provisioning。
2. 如果成功手动引导到 Intelligent Provisioning，请从 HPE OneView 中重试该操作。
如果手动引导仍失败，请重新引导 iLO，然后重试步骤 1。

3. 如果前面的步骤失败，并且服务器是具有活动 Smart Array 控制器的 BL465c，请在服务器
上使用 RBSU 暂时禁用 IOMMU。
a. 在系统引导期间，按 F9 进入 RBSU。
b. 选择 System Options（系统选项）。
c. 选择 Processor Options（处理器选项）。
d. 选择 AMD-Vi (IOM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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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选择 Disabled（已禁用）。
f. 保存并退出 RBSU。

4. 如果引导仍然失败，请安装最新版本的 Intelligent Provisioning，网址为 http://hpe.com/info/
intelligentprovisioning。

症状

无法验证服务器硬件的状态

原因

操作

要验证服务器硬件的运行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取消”以退出“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屏幕。
2. 从主菜单中，导航到“服务器硬件”屏幕。
3. 查找服务器硬件，然后选择该硬件。

31.21.3 配置文件操作失败

症状

消息指示服务器是由另一个管理系统管理的

原因

HPE OneView 不再管理机箱。

操作

要防止丢失所有分配的虚拟 ID，请在强制删除服务器配置文件之前执行以下步骤。
1. 使用 REST API 或 Powershell 获取服务器配置文件。

GET /rest/server-profiles

2. 使用 UI 或 REST API 强制删除配置文件。
3. 使用 UI 中的“用户指定”选项重新创建 ID，或使用 REST API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

a. 获取服务器配置文件。

GET /rest/server-profiles

b. 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

1) 删除 uri、serverHardwareTypeUri、enclosureGroupUri、enclosureUri
和 enclosureBay。

2) 将 serverHardwareUri 值更改为将与配置文件关联的服务器。
3) 将 serialNumberType 从 Virtual 更改为 UserDefined。
4) 在 connections 属性中，将 macType 从 Virtual 更改为 UserDefined。
5) 在 connections 属性中，将 wwpnType 从 Virtual 更改为 UserDefined。
6) 在 connections 属性中，将 networkUri 更改为正确的网络（如果适用）。

c. 创建服务器配置文件。

POST /rest/server-profiles

31.21.4 无法更新或删除配置文件

症状

无法更新配置文件：MyProfile 或进行其他固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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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正在更新固件。

操作

• 等到固件安装完成。

解决方法 1

症状

无法删除配置文件：MyProfile 或无法进行其他固件更改

原因

正在更新固件。

操作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1. 等到固件安装完成。 强烈建议您不要在安装完成之前终止该操作。
2. 选择“强制删除”选项。

解决方法 2

原因

未关闭服务器电源。

操作

要删除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 关闭服务器的电源。

注意： 始终允许短按，但限制使用按住，因为这可能会使服务器进入不一致的状态。

症状

无法关闭服务器配置文件

原因

已拒绝按住操作。

操作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短按”电源按钮，SUT 将确保任何硬件都不会进入不一致的状态。

• 在 SUT 变为终止状态后，尝试执行“按住”电源操作。

注意：

• 在 Smart Update Tools 更新固件或驱动程序时，不允许使用“按住”电源操作。
• 强烈建议您等到固件安装完成，并且没有终止该过程。

症状

无法完成固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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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服务器上的固件与固件基准不匹配。

操作

• 如果选择使用 HPE SUT 更新固件，您需要安装 HPE SUT 以完成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

31.21.5 固件版本不一致

症状

固件安装未完成或与基准不匹配。

原因

固件与固件基准不匹配。

操作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安装并运行 Smart Update Tools。

• 编辑服务器配置文件以使用“仅固件”选项进行固件基准安装。

症状

无法更新固件

解决方法 1

原因

Smart Update Tools 不支持基准。

操作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具有 HP SUM 7.4 或更高版本以及 iLO 固件 2.30 或更高版本的基准。 有关 HP SUM
的信息，请参阅《HP SUM 最佳实践实施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hpsum/
documentation。

• 编辑受影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以使用“仅固件”。

解决方法 2

原因

服务器没有所需的虚拟介质许可证。

操作

在服务器上应用 iLO Advanced 许可证，或者为 iLO 2.30 应用修复程序。

症状

已打开服务器电源，但没有配置为使用 SUT。

原因

已打开服务器电源，但其服务器配置文件未配置为使用 Smart Update Tools。

操作

编辑受影响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一个使用 Smart Update Tools 的固件更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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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尝试逻辑机箱共享基础设施和服务器配置文件固件更新时，也可能会出现该症状。

症状

固件和操作系统驱动程序更新失败。

原因

未部署某些组件。

操作

1. 如果无法部署某些组件，请登录到目标服务器操作系统并运行 gatherlogs bat/sh（根
据操作系统是 Windows 还是 Linux，分别使用 bat 或 sh）。gatherlogs 位于目标服务器暂
存目录中。

2. 要确定暂存目录，请从暂存目录中执行 hpesut-status 命令并将报告发送到 HPE 进行故
障排除。 请参阅《Smart Update Tools 用户指南》，网址为 http://www.hpe.com/info/
hpsut/docs。

31.22 排除存储故障
31.22.1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BNA) SAN 管理器无法添加

症状

添加 SAN 管理器失败，错误为“No SAN manager can be found at the specified location.”

解决方法 1

原因

服务器上未安装 BNA 或独立 SMI 代理

操作

• 请参阅 BNA 软件文档。

解决方法 2

原因

未配置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 BNA 管理员帐户，并且设备无法使用该帐户。

操作

• 请参阅 BNA 软件文档。

解决方法 3

原因

服务器上未安装和配置通用信息模型对象管理器 (CIMOM)。

操作

• 请参阅 BNA 软件文档。

解决方法 4

原因

BNA SSL 设置与设备上 BNA 的 SSL 设置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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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使用 BNA 软件来验证是否启用了 SSL。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BNA 软件文档。
2. 从 “SAN 管理器”屏幕中，验证设备上 BNA 的“使用 SSL” 设置是否与 BNA 软件中的 SSL
设置相匹配。 如果 SSL 设置不匹配：
a. 从主菜单中，选择 “SAN 管理器”，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主窗格中，选择 BNA，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 将指点设备悬停在详细信息窗格中，然后单击“编辑”图标。

3. 对于“使用 SSL”，更改此值以便它与 BNA 软件中的 SSL 设置相匹配。
4. 单击“确定” 以保存更改。

31.22.2 无法建立与 Brocade Network Advisor (BNA) SAN 管理器的连接

可能的原因和建议症状

CIMOM 未绑定到与设备位于同一子网的网卡
将 CIMOM 绑定到与设备位于同一子网的网卡后，设备才能连接 BNA 网络管理软件并与其通
信。

• 请参阅 BNA 软件文档。

无法建立与 SAN 管理
器的连接

31.22.3 卷不可用于服务器硬件

症状

在服务器上无法访问卷。

解决方法 1

原因

在服务器上无法访问卷的一个可能原因是 SAN 区域未正确配置或缺失。

操作

建议采用以下解决方案：

重新启用附件（管理的 SAN）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
2. 在主窗格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3. 在 “SAN 存储”下找到卷附件，然后选择“启用”。
4. 单击“确定”。
使用 SAN 管理软件创建或配置区域中（未管理的 SAN）

• 请参阅 SAN 管理器文档。
使用管理的 SAN
1. 验证 SAN 管理器和 SAN 是否与网络相关联。
2. 验证是否已启用自动分区。

SAN 上未启用自动分区
验证是否已手动配置该区域。

1. 请参阅 SAN 管理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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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在服务器上无法访问卷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服务器发起程序由于互连模块端口被禁用而未登录到结
构。

操作

建议采用以下解决方案：

启用设备上的互连模块端口

1. 从主菜单中，选择“互连模块”。
2. 在主窗格中，选择互连模块，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3. 找到要启用的端口，然后选择“启用”。
4. 单击“确定”。
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来完成此任务。
REST API： /rest/interconnects/{id}/port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
重新配置逻辑互连模块组

1.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组”。
2. 在主窗格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组，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3. 编辑上行链路集以使用所需的互连模块端口连接网络。

4. 单击 “确定”。
5. 验证逻辑互连模块组链路是否恢复联机状态。

6. 从主菜单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
7. 在主窗格中，选择逻辑互连模块，然后选择“操作”→“从组中更新”。
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来完成此任务。
REST API： /rest/logical-interconnect-groups/{id} 和
/rest/logical-interconnects/{id}/complianc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
验证电缆连接

1. 验证是否如期对物理布线进行了配置。

解决方法 2

原因

无法访问服务器上的卷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服务器配置文件中尚未定义连接。

操作

在服务器配置文件中添加到网络的连接

1. 从主菜单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
2. 在主窗格中，选择服务器配置文件，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3. 在“连接”下面，单击“添加连接”。
4. 对于“设备类型”，请选择“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5. 对于“网络”，选择一个已连接到存储系统的网络，然后单击“添加”。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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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4 卷在存储系统上可见，但在设备上不可见

可能的原因和建议症状

卷在设备上不可见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卷已移动到并非由该设备管理的存储池中。

将卷移动到受设备管理的存储池，然后使用存储系统软件刷新卷。

• 请参阅存储系统文档。

使设备可以管理卷所在的存储池

注意： 如果通过自适应优化移动卷，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通过设备管理自适应
优化可能使用的所有池。 这将确保，如果通过自适应优化移动卷，设备仍然可以使用卷。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存储池”，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主窗格中，单击 “+ 添加存储池”。

• 选择“操作”→“添加”。
2. 对于“存储系统”上，选择包含要添加的存储池的存储系统。
3. 在“主窗格”中，选择要添加的存储池。
4. 单击“添加”以添加该存储池，或者单击“添加 +” 以添加另一个存储池。
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来完成此任务。
REST API： /rest/storage-pool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

卷未处于正常状态

31.22.5 目标端口故障

症状

目标端口处于故障状态。

解决方法 1

原因

目标端口发生故障的原因是“实际”网络与“预期”网络不匹配。 需要更新设备上的预期网络。

操作

更新设备上的预期网络

1. 从主菜单中，选择“存储系统”。
2. 在主窗格中，选择存储系统，然后选择“操作”→“编辑”。
3. 对于端口，请更改“预期网络”以便使其与“实际网络”相匹配。
4. 单击“确定”。
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来完成此任务。
REST API： /rest/storage-systems/{id}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E OneView REST API 参考》。

解决方法 2

原因

未正确配置物理布线（结构连接）。

操作

• 验证在存储系统和 SAN 交换机之间的布线是否正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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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3

原因

设备上的端口发生故障。

操作

• 检查存储系统硬件。 必要时进行维修。

31.22.6 分区操作在 Cisco SAN 管理器上失败

症状

Cisco SAN 管理器上的分区操作失败。

原因

snmpd 服务已崩溃。
从 SAN 管理器软件中查看 SAN 管理器日志，以验证 snmpd 服务是否崩溃。 snmpd 服务崩溃的
一个原因是 SAN 管理器上的固件过期。

操作

将 SAN 管理器上的固件更新为最新版本
1.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更新 SAN 管理器上的固件。
2. 在设备上重试分区操作。

31.22.7 存储系统端口处于意外状态

存储系统端口处于“正在故障转移”状态

原因

端口处于脱机状态，并且正在故障转移到伙伴端口。

操作

等待状态发生变化。

存储系统端口处于“已故障转移”状态

原因

端口处于脱机状态，并且已故障转移到伙伴端口。

操作

使用存储系统上的端口解决该问题。

验证到基础设施的连接。

存储系统端口处于“发生故障”状态

原因

端口处于脱机状态，并且无法故障转移到伙伴端口。

操作

验证两个存储端口的状态和配置。

检查电缆连接或其他基础设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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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系统端口处于“正在恢复”状态

原因

端口处于联机状态并且正在恢复为正常状态。

操作

等待状态发生变化。

存储系统端口处于“已故障转移伙伴端口”状态

原因

已故障转移伙伴端口，并且端口是伙伴端口通信。

操作

使用存储系统上的伙伴端口解决该问题。

验证到基础设施的端口连接。

存储系统端口处于“伙伴发生故障”状态

原因

伙伴端口发生故障并且故障转移操作失败。

操作

验证两个存储端口的状态和配置。

检查电缆连接或其他基础设施问题。

31.23 用户帐户故障排除
31.23.1 不正确的权限

用户必须（至少）具有查看管理的对象的权限，才能在用户界面中看到该对象。

症状

无法查看特定的资源信息或执行资源任务

原因

您分配的角色没有正确的权限。

操作

从基础设施管理员请求不同的角色或额外的角色来完成您的工作

31.23.2 无法修改本地用户帐户

症状

您无法添加、编辑或删除本地用户帐户。

不正确的授权

原因

您没有正确的授权，或者输入的参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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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上。

2. 再次尝试添加、编辑或删除该用户帐户。

网络问题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上。

2. 请参阅“Synergy Composer 无法访问网络”。
3. 再次尝试添加、编辑或删除该用户帐户。

需要更新设备证书

原因

设备证书无效或已过期。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上。

2. 获取新的设备证书。

3. 刷新浏览器页面。

4. 接受新证书。

5. 添加用户帐户。

6. 再次尝试添加、编辑或删除该用户帐户。

31.23.3 无法删除本地用户帐户

症状

删除失败并显示错误代码 500。

操作

1. 执行以下 REST API 调用以修改要删除的用户帐户：
PUT https://{appl}/rest/users

2. 再次尝试删除该用户帐户。

31.23.4 未验证的用户或组
在登录到设备时，身份验证服务将验证每个用户以确认用户名和密码。 通过使用“编辑身份验证”
屏幕，您可以在设备上配置身份验证设置；在首次设置设备时，将填充默认值。

症状

无法配置目录用户或组

原因

身份验证设置不正确

操作

要配置身份验证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用户”屏幕中，单击“添加目录用户或组”。
2. 单击“添加目录”。
3. 从“编辑身份验证”屏幕中，单击“添加目录”。
4. 提供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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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确定”。

31.23.5 不接受用户公钥

症状

用户公钥无效，或不被接受。

原因

在复制/粘贴操作期间引入的隐藏字符更改了密钥代码。

操作

• 再次输入密钥，在将密钥粘贴到公钥字段时，小心不要在密钥中插入特殊字符。

• 仅支持 RSA 密钥。

31.23.6 目录服务不可用

症状

设备无法访问目录服务。

解决方法 1
无法访问目录服务服务器。

原因

目录服务服务器或网络中断。

操作

1. 对目录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运行 ping 命令，以确定该服务器是否联机。
2. 确认设备网络正常运行。

3. 与目录服务管理员联系以确定服务器是否关闭。

解决方法 2

原因

配置错误导致无法访问目录服务

操作

1. 验证目录服务名称是否为唯一的，并且正确输入了该名称。 不接受重复的名称。
2. 验证“目录类型”是否正确。
3. 确保“基本 DN”字段以及“用户命名属性” (OpenLDAP) 和“组织单位”字段正确无误。
4. 验证身份验证目录服务管理员的凭据是否正确。

5. 验证是否在目录服务中配置了组。

6. 确保为组分配的角色正确无误。

31.23.7 无法添加目录服务

症状

您无法将目录服务添加到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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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

原因

外部问题导致到目录服务器主机的连接中断。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目录服务主机设置是否准确。

3. 在本地针对目录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运行 ping 命令，以确定目录服务器是否联机。
4. 验证与目录服务的 LDAP 通信端口是否为端口 636。
5. 验证用于通信的端口（默认端口为 636）是否未被任何防火墙阻止。
请参阅“HPE OneView 所需的端口”。

6. 确认设备网络正常运行。

7. 确定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并具有足够的资源。

解决方法 2

原因

由于证书已过期，目录服务器主机拒绝对设备进行身份验证。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登录名和密码是否准确。

与目录服务提供商联系，以确保证书是准确的。

3. 重新获取并安装目录服务主机证书。

解决方法 3

原因

证书不是有效的 x509 格式。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请更正配置，然后重试。

3. 如有必要，请重新获取并安装目录服务主机证书。

4. 与目录服务提供商联系，以确保证书是准确的。

解决方法 4

原因

证书不包含 x509v3 密钥用法扩展。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确保证书包含密钥用法扩展。

3. 如有必要，请重新获取并安装目录服务主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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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5

原因

由于凭据无效，目录服务器主机无法对设备进行身份验证。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登录名和密码是否准确。

3. 验证搜索上下文信息是否准确；您可能尝试访问不同的帐户或组。

4. 重新获取并安装目录服务主机证书。

5. 与目录服务提供商联系以确保凭据是准确的。

31.23.8 无法添加目录服务的服务器

症状

无法为目录服务配置服务器。

解决方法 1

原因

设备断开到目录服务的连接，但该连接已中断。

操作

1. 验证目录服务主机设置是否准确。

2. 验证目录服务是否使用正确的端口。

3. 验证用于通信的端口（默认端口为 636）是否未被任何防火墙阻止。
请参阅“HPE OneView 所需的端口”。

4. 在本地针对目录服务主机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运行 ping 命令，以确定目录服务主机是否联
机。

5. 确认设备网络正常运行。

解决方法 2

原因

在登录到目录服务服务器时，出现身份验证错误。

1. 验证登录名和密码是否准确。

2. 重新获取并安装目录服务主机证书。

3. 与目录服务提供商联系以确保凭据是准确的。

解决方法 3

原因

在配置目录服务时，使用的参数不正确。

操作

1. 验证目录服务名称是否为唯一的，并且正确输入了该名称。 不接受重复的名称。
2. 验证“目录类型”是否正确。
3. 确保“基本 DN”字段以及“用户命名属性” (OpenLDAP) 和“组织单位”字段正确无误。
4. 验证身份验证目录服务管理员的凭据是否正确。

5. 验证是否在目录服务中配置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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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9 无法添加目录组

症状

无法在设备上将目录组添加为一个组。

解决方法 1

原因

指定的身份验证目录和组已存在。 组必须是唯一的。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将当前组重新分配给另一个角色，或者以其他方式将组保持唯一。

解决方法 2

原因

外部问题导致到目录服务器主机的连接中断。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目录服务主机设置是否准确。

3. 验证目录服务是否使用正确的端口。

4. 验证用于通信的端口（默认端口为 636）是否未被任何防火墙阻止。
请参阅“HPE OneView 所需的端口”。

5. 在本地针对目录服务主机 IP 地址或主机名运行 ping 命令，以确定目录服务主机是否联机。
6. 确认设备网络正常运行。

解决方法 3

原因

身份验证问题导致设备无法登录到目录服务。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登录名和密码是否准确。

3. 重新获取并安装目录服务主机证书。

4. 与目录服务提供商联系以确保凭据是准确的。

31.23.10 找不到目录组

症状

在身份验证目录服务中找不到指定的组。

解决方法 1

原因

未在身份验证目录服务中配置组，或者搜索参数包含错误。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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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证身份验证目录服务的凭据。

3. 验证目录服务是否正常运行。

4. 验证组的名称。

5. 与目录服务管理员联系，以验证是否在目录服务中配置了组帐户。

6. 再次尝试查找该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目录服务身份验证”。

解决方法 2

原因

未正确指定目录类型。 例如，可能将 Active Directory 服务指定为 OpenLDAP。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目录服务设置是否准确。

解决方法 3

原因

为身份验证目录服务指定的搜索不包含任何组。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目录服务器配置。

3. 对于 OpenLDAP，确保目录服务器用户具有读取权限 (rscdx)，以便 HPE OneView 可以读
取搜索结果。

4. 对于 OpenLDAP，请添加所有搜索上下文以检索一个或多个所需的组。 可以使用“添加”按
钮生成多个额外的组织单位；可以使用它们指定 UID 或 CN。

解决方法 4

原因

在访问目录组时出错。 无法访问目录服务服务器。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目录服务器配置。

3. 验证与目录服务器主机的连接。

4. 对于 OpenLDAP，请添加所有搜索上下文以检索一个或多个所需的组。 可以使用“添加”按
钮生成多个额外的组织单位；可以使用它们指定 UID 或 CN。

解决方法 5

原因

外部问题导致设备无法访问为目录服务配置的服务器。

操作

1. 以基础设施管理员身份登录

2. 验证与目录服务器主机的连接。 请参阅“无法添加目录服务的服务器”。
3. 验证目录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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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PE Synergy 的文档和故障排除资源
32.1 HPE Synergy 文档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是一个基于任务
的存储库，其中包含安装说明、用户指南、维护和维修指南、最佳实践，以及其他资源的链接。
使用此网站可获取最新文档，包括：

• 了解 HPE Synergy 技术

• 安装和连接 HPE Synergy

• 更新 HPE Synergy 组件

• 使用和管理 HPE Synergy

• HPE Synergy 故障排除

32.2 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概述了 HPE Synergy 管理和架构、详细的硬件组件识别和配置以
及布线示例。

32.3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描述了资源特性、计划任务、配置快速启动任务以及
图形用户界面的导航工具，还有针对 HPE OneView 的更多支持和参考信息。

32.4 HPE OneView 全局控制板
HPE OneView 全局控制板为 HPE OneView 跨多个平台和数据中心站点管理的运行状况、警报
以及关键资源提供统一的视图。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
synergy-docs) 中的《HPE OneView 全局控制板用户指南》提供了 HPE OneView 全局控制板
的安装、配置、导航和故障排除说明。

32.5 HPE Synergy 软件概述指南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软件概述指南》提供了各种软件和配置实用程序的详细参考资料和概述来支持 HPE
Synergy。 该指南基于任务，并包括可用于 HPE Synergy 设置和配置、操作系统部署、固件更
新、故障排除以及 Remote Support 的所有受支持软件和配置实用程序的文档和资源。

32.6 HPE Synergy 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最佳实践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最佳实践》提供有关建议的最佳实践的信息，包括通过由 HPE
OneView 提供支持的 HPE Synergy Composer 来更新固件和驱动程序。

32.7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表》列出了 HPE OneView 的最新软件和固件要求、支持的
硬件以及配置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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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支持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支持表》列出了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的最新软件和固件要
求、支持的硬件以及配置最大值。

32.9 HPE Synergy 词汇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词汇表》定义与 HPE Synergy 关联的常用术语。

32.10 HPE Synergy 故障排除资源
HPE OneView 和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提供 HPE Synergy 故障排除资源。

32.11 在 HPE OneView 中进行故障排除
HPE OneView 图形用户界面包括在 HPE OneView 中进行故障排除的警报通知和选项。 UI 提供
HPE Synergy 组件的多个视图，包括使用不同颜色的图标指示资源状态和消息中的潜在问题解决
方法。

您还可以使用“机箱”视图和“映射”视图快速查看所有发现的 HPE Synergy 硬件的状态。

32.12 HPE Synergy 故障排除指南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Synergy 故障排除指南》提供有关解决常见问题、故障隔离和识别操作课程、问题解决，以及维
护 HPE Synergy 硬件和软件组件的信息。

32.13 HPE 错误消息指南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中的《HPE 错误
消息指南》提供相关信息来解决与收到的 HPE Synergy 硬件和软件组件特定错误消息相关的常
见问题。

32.14 HPE OneView 帮助
《HPE OneView 帮助》、《HPE OneView REST API 脚本帮助》和 《HPE OneView API 参
考》是嵌入式联机帮助，可从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轻松获取。 这些帮助文件包括指向常见问
题及过程和示例的“了解更多”链接，可用于对 HPE Synergy 中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这些帮助文件也可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获取。

32.15 HPE Synergy 规格概述
HPE Synergy 具有系统规格，以及单独的产品和组件规格。 有关完整的规格信息，请参阅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网站 (http://www.hpe.com/info/qs) 上的 Synergy 和各个 Synergy 产品的
规格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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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6 HPE Synergy 文档地图
http://www.hpe.com/info/synergy-docs

管理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

•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帮助》

•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用户指南》

•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API 参考》

监视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

• 《HPE OneView 全局控制板帮助》

• 《HPE OneView 全局控制板用户指南》

维护

• 产品维护和服务指南

• 《HPE Synergy 固件和驱动程序更新最佳实践指南》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帮助 》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指南》

故障排除

• HPE OneView 警报详细信息

• 《HPE Synergy 故障排除指南》

• 《HPE 错误消息指南》

• 《HPE OneView API 参考》

•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API 参考》

规划

• 《HPE Synergy 场地规划指南》

• 《HPE Synergy 配置和兼容性指南》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支持
表》

• 《HPE Synergy Image Streamer 支持表》

• 《HPE Synergy 设置概述》

安装硬件

• 《HPE Synergy 从此处开始海报》（随框体附
带）

•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设置和安装指南》

• 《HPE 机架导轨安装说明》（随框体附带）

•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机架模板》（随框
体附带）

• 罩标签

• 用户指南

• 《HPE Synergy 交互式布线指南》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帮助
- 硬件设置》

用于管理和监视的配置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帮助
》

• 《适用于 HPE Synergy 的 HPE OneView 用户
指南》

• 《HPE OneView API 参考》

• 《HPE OneView REST API 脚本帮助》

• 《在 HPE OneView 中支持包含 AMS 陷阱的
HPE iLO 4 发出警报》

•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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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 “获取更新”

• “网站”

• 客户自行维修

• 文档反馈

33.1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 要获得实时帮助，请访问“联系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全球”网站：

www.hpe.com/assistance

• 要获取文档和支持服务，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网站：
www.hpe.com/support/hpesc

要收集的信息

• 技术支持注册号（如果适用）

• 产品名称、型号或版本以及序列号

• 操作系统的名称和版本

• 固件版本

• 错误消息

• 产品特有的报告和日志

• 附加产品或组件

• 第三方产品或组件

33.2 获取更新
• 某些软件产品提供一种机制，用于通过产品界面获取软件更新。 请参阅产品文档以了解建议
的软件更新方法。

• 要下载产品更新，请访问以下任一网站：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获取更新”页：
www.hpe.com/support/e-updates

■

■ Software Depot 网站：
www.hpe.com/support/softwaredepot

• 要查看和更新您的授权以及将您的合同和保修与您的个人资料相关联，请访问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的“有关访问支持材料的详细信息”页：
www.hpe.com/support/AccessToSupportMaterials

重要信息： 在通过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访问时，某些更新可能需要具有
产品授权。 您必须设置一个具有相关授权的 HP Passport 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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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网站

链接网站

www.hpe.com/info/enterprise/docs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信息库

www.hpe.com/support/hpesc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中心

www.hpe.com/assistance联系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全球

www.hpe.com/info/oneview/docsHPE OneView 文档

www.hpe.com/support/e-updates订阅服务/支持警报

www.hpe.com/support/softwaredepotSoftware Depot

www.hpe.com/support/selfrepair客户自行维修

Remote Support 文档适用于 HPE OneView 的 Remote Support 常见问题解答
文档

www.hpe.com/storage/spock单点连接知识 (SPOCK) 存储兼容性表

http://www.hpe.com/info/virtualconnectHPE Virtual Connect 用户指南
HPE Virtual Connect 命令行参考

http://www.hpe.com/info/storageHPE 3PAR StoreServ Storage

http://www.hpe.com/info/iloHPE Integrated Lights-Out

http://www.hpe.com/servers/bladesystemHPE BladeSystem 机箱

• 常规信息：www.hpe.com/info/servers

• BL 系列刀片服务器：http://www.hpe.com/info/blades

• DL 系列机架安装服务器：http://www.hpe.com/
servers/dl

HPE ProLiant 服务器硬件网站

www.hpe.com/storage/whitepapers存储白皮书和分析人员报告

33.4 远程支持
远程支持是作为保修或合同支持协议的一部分为支持的设备提供的。 它提供智能的事件诊断，并
自动以安全方式向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提交硬件事件通知，随后将根据产品的服务级别，
快速而准确地解决问题。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强烈建议为您的设备注册 Remote Support。
如果您的产品还包括其他远程支持详细信息，请使用搜索功能查找这些信息。

Remote Support 和 Proactive Care 信息
HPE Get Connected
www.hpe.com/services/getconnected
HPE Proactive Care 服务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
HPE Proactive Care 服务：支持的产品列表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supportedproducts
HPE Proactive Care 高级服务：支持的产品列表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advancedsupportedproducts

Proactive Care 客户信息
Proactive Care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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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pe.com/info/enterprise/docs
http://www.hpe.com/support/hpesc
http://www.hpe.com/assistance
http://www.hpe.com/info/oneview/docs
http://www.hpe.com/support/e-updates
http://www.hpe.com/support/softwaredepot
http://www.hpe.com/support/selfrepair
http://h20564.www2.hpe.com/portal/site/hpsc/public/kb/docDisplay/?docId=c05245290
http://www.hpe.com/storage/spock
http://www.hpe.com/info/virtualconnect
http://www.hpe.com/info/storage
http://www.hpe.com/info/ilo
http://www.hpe.com/servers/bladesystem
http://www.hpe.com/info/servers
http://www.hpe.com/info/blades
http://www.hpe.com/servers/dl
http://www.hpe.com/servers/dl
http://www.hpe.com/storage/whitepapers
http://www.hpe.com/services/getconnected
http://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
http://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supported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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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central
Proactive Care 服务激活
www.hpe.com/services/proactivecarecentralgetstarted

33.5 客户自行维修
通过使用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客户自行维修 (CSR) 计划，您可以自行维修您的产品。 如
果需要更换某个 CSR 部件，我们会将其直接发给您，以便您在方便的时候安装该部件。 某些部
件不符合 CSR 要求。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授权服务提供商将确定是否可以通过 CSR 完
成维修。

有关 CSR 的详细信息，请与当地服务提供商联系或访问 CSR 网站：
www.hpe.com/support/selfrepair

33.6 文档反馈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致力于使所提供的文档满足您的需要。 为帮助我们改进文档，请将
任何错误、建议或意见发送到文档反馈 (docsfeedback@hpe.com)。 在提交反馈时，请加入位
于文档封面上的文档标题、部件号、版本和出版日期。 对于联机帮助内容，请加入位于法律声明
页面中的产品名称、产品版本、帮助版本和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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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备份和恢复脚本示例
A.1 示例备份脚本

作为从设备 UI 中使用“设置”→“操作”→“创建备份”的一种替代方法，您可以编写并运行一个脚
本以自动创建和下载设备备份文件。

示例 14 “示例 backup.ps1 脚本”提供了使用 REST 调用以创建和下载设备备份文件的示例
PowerShell 脚本。 将该示例脚本复制并粘贴到运行 PowerShell 3.0 版本的 Windows 系统上的
文件中，并编辑该脚本以针对您的环境进行自定义。 有关 REST API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REST
API 联机帮助。
您可以计划在交互或批处理模式下定期自动运行备份脚本（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每
天备份一次）。 仅具有备份管理员或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交互地运行脚本。

• 要以交互方式运行该脚本，请不要包含任何参数。 脚本将提示您输入设备主机名、设备用户
名和密码，以及存储这些参数以在批处理模式下执行的文件的名称。 输入具有备份管理员或
基础设施管理员角色的用户的名称和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是以加密方式存储的。
在首次运行时，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以交互方式运行该脚本。 然后，可以使
用在首次运行时创建的参数文件，计划在后台自动运行脚本。

• 要在批处理模式下运行该脚本，请在命令行中指定包含参数的文件的名称。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您使用 SSL 选项安装 cURL 以提高性能。 该示例脚本可以在无
cURL 的情况下使用，但可能需要几小时才能下载完较大的备份文件。 要下载 cURL，请访问：
http://curl.haxx.se/download.html

注意： 您还可能需要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可再发行组件 MSVCR100.dll 文件，可以从
以下位置下载该组件：

• 64 位：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en/details.aspx?id=14632
• 32 位：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en/details.aspx?id=5555
请确保路径环境变量中包含 cURL 的路径。

示例脚本

示例脚本进行以下调用以创建和下载备份文件：

1. 调用 queryfor-credentials()，通过提示用户输入值或从文件中读取值以获取设备主
机名、用户名和密码。

2. 调用 login-appliance() 发出 REST 请求以获取会话 ID，用于授权备份 REST 调用。
3. 调用 backup-appliance() 发出 REST 请求以启动备份操作。
4. 调用 waitFor-completion() 发出 REST 请求以轮询备份状态，直到备份完成。
5. 调用 get-backupResource() 发出 REST 请求以获取下载 URI。
6. 调用 download-backup() 发出 REST 请求以下载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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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4 示例 backup.ps1 脚本
# (C) Copyright 2012-2014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LP
###########################################################################################################################
# Name: backup.ps1
# Usage: {directory}\backup.ps1 or {directory}\backup.ps1 filepath
# Parameter: $filepath: optional, uses the file in that path as the login credentials. ie: host address, username,
# password, and, optionally, the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name
# Purpose: Runs the backup function on the appliance and downloads it onto your machine's drive
# in current user's home directory
# Not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this script uses the curl command if it is installed. The curl command
must
# be installed with the SSL option.
# Windows PowerShell 3.0 must be installed to run the script
###########################################################################################################################

#tells the computer that this is a trusted source that we are connecting to (brute force, could be refined)
[System.Net.ServicePointManager]::ServerCertificateValidationCallback = { $true }

$global:interactiveMode = 0

# The scriptApiVersion is the default Api version (if the appliance supports this level
# or higher). This variable may be changed if the appliance is at a lower Api level.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3
# Using this Api version or greater requires a different interaction when creating a backup.
Set-Variable taskResourceV2ApiVersion -option Constant -value 3

try {
#this log must be added if not already on your computer
New-EventLog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ErrorAction stop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this is just to keep the error "already a script" from showing up on the screen if it is already created

}

##### Querying user for login info #####
function queryfor-credentials ()
{
<#

.DESCRIPTION
Gathers information from User if in manual entry mode (script ran with zero arguments) or
runs silently and gathers info from specified path (script ran with 1 argument)

.INPUTS
None, this function does not take inputs.

.OUTPUTS
Returns an object that contains the login name, password, hostname and
ActiveDirectory domain to connect to.

.EXAMPLE
$variable = queryfor-credentials #runs function, saves json object to variable.

#>

if ($args[0] -eq $null)
{

Write-Host "Enter appliance name (https://ipaddress)"
$appliance = Read-Host

# Correct some common errors
$appliance = $appliance.Trim().ToLower()
if (!$appliance.StartsWith("https://"))
{

if ($appliance.StartsWith("http://"))
{

$appliance = $appliance.Replace("http","https")
} else {

$appliance = "https://" + $appliance
}

}

Write-Host "Enter username"
$username = Read-Host -AsSecureString | ConvertFrom-SecureString

Write-Host "Enter password"
$SecurePassword = Read-Host -AsSecureString | ConvertFrom-SecureString

Write-Host "If using Active Directory, enter the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Write-Host "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not using Activ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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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Name = Read-Host

Write-Host "Would you like to save these credentials to a file? (username and password encrypted)"
$saveQuery = Read-Host

$loginVals = [pscustomobject]@{ userName = $username; password = $SecurePassword;
hostname = $appliance; authLoginDomain = $ADName }

$loginJson = $loginVals | convertTo-json

$global:interactiveMode = 1

if ($saveQuery[0] -eq "y") #enters into the mode to save the credentials
{
Write-Host "Enter file path and file name to save credentials (example: C:\users\bob\machine1.txt)"
$storagepath = Read-Host

try
{
$loginJson | Out-File $storagepath -NoClobber -ErrorAction stop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_.Exception.message
if ($_.Exception.getType() -eq [System.IO.IOException]) # file already exists throws an IO exception
{
do
{
Write-Host "Overwrite existing credentials for this machine?"
[string]$overwriteQuery = Read-Host
if ($overwriteQuery[0] -eq 'y')
{
$loginJson | Out-File $storagepath -ErrorAction stop
$exitquery = 1

}
elseif ($overwriteQuery[0] -eq 'n')
{
$exitquery = 1

}
else
{
Write-Host "Please respond with a y or n"
$exitquery = 0

}

} while ($exitquery -eq 0)
}
else
{
Write-Host "Improper filepath or no permission to write to given directory"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Improper filepath,

$storagepath " $_.Exception.message
return

}
}

$savedLoginJson = Get-Content $storagepath

Write-Host "Run backup?"

$continue = 0
do
{
$earlyExit = Read-Host
if ($earlyExit[0] -eq 'n')
{
return

}
elseif ($earlyExit[0] -ne 'y')
{
Write-Host "Please respond with a y or n"

}
else
{
$continue = 1

}

} while ($continue -eq 0)

}
else
{
return $loginJson

A.1 示例备份脚本 373



}
}
elseif ($args.count -ne 1)
{
Write-Host "Incorrect number of arguments, use either filepath parameter or no parameters."
return

}
else
{
foreach ($arg in $args)
{
$storagepath = $arg

}
try
{
$savedLoginJson = Get-Content $storagepath -ErrorAction stop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Login credential file not found. Please run script without arguments to access manual entry

mode."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Login credential file not

found. Please run script without arguments to access manual entry mode."
return

}
}
return $savedloginJson

}

##### getApiVersion: Get X_API_Version #####
function getApiVersion ([int32] $currentApiVersion,[string]$hostname)
{
<#

.DESCRIPTION
Sends a web request to the appliance to obtain the current Api version.

Returns the lower of: Api version supported by the script and Api version
supported by the appliance.

.PARAMETER currentApiVersion
Api version that the script is currently using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address to send the request to (in https://{ipaddress} format)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Outputs the new active Api version

.EXAMPLE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getApiVersion()

#>

# the particular Uri on the Appliance to reqest the Api Version
$versionUri = "/rest/version"

# append the Uri to the end of the IP address to obtain a full Uri
$fullVersionUri = $hostname + $versionUri

# use setup-request to issue the REST request api version and get the response
try
{
$applianceVersionJson = setup-request -Uri $fullVersionUri -method "GE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if ($applianceVersionJson -ne $null)
{
$applianceVersion = $applianceVersionJson | convertFrom-Json
$currentApplianceVersion = $applianceVersion.currentVersion
if ($currentApplianceVersion -lt $currentApiVersion)
{
return $currentApplianceVersion

}
return $currentApiVersion

}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el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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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

}

##### Sending login info #####
function login-appliance ([string]$username,[string]$password,[string]$hostname,[string]$ADName)
{
<#

.DESCRIPTION
Attempts to send a web request to the appliance and obtain an authorized sessionID.

.PARAMETER username
The username to log into the remote appliance

.PARAMETER password
The correct password associated with username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address to send the request to (in https://{ipaddress} format)

.PARAMETER ADName
The Active Directory name (optional)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Outputs the response body containing the needed session ID.

.EXAMPLE
$authtoken = login-appliance $username $password $hostname $ADName

#>

# the particular Uri on the Appliance to reqest an "auth token"
$loginUri = "/rest/login-sessions"

# append the Uri to the end of the IP address to obtain a full Uri
$fullLoginUri = $hostname + $loginUri
# create the request body as a hash table, then convert it to json format
if ($ADName)
{
$body = @{ userName = $username; password = $password; authLoginDomain = $ADName } | convertTo-json

}
else # null or empty
{
$body = @{ userName = $username; password = $password } | convertTo-json

}

# use setup-request to issue the REST request to login and get the response
try
{
$loginResponse = setup-request -Uri $fullLoginUri -method "POS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body
if ($loginResponse -ne $null)
{
$loginResponse | convertFrom-Json

}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

}

##### Executing backup ######
function backup-Appliance ([string]$authValue,[string]$hostname)
{
<#

.DESCRIPTION
Gives the appliance the command to start creating a backup

.PARAMETER authValue
The authorized sessionID given by login-appliance

.PARAMETER hostname
The location of the appliance to connect to (in https://{ipaddress}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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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task Resource returned by the appliance, converted to a hashtable object

.EXAMPLE
$taskResource = backup-Appliance $sessionID $hostname

#>

# append the REST Uri for backup to the IP address of the Appliance
$bkupUri = "/rest/backups/"
$fullBackupUri = $hostname + $bkupUri

# create a new webrequest and add the proper headers (new header, auth, is needed for authorization
# in all functions from this point on)
try
{
if ($global:scriptApiVersion -lt $taskResourceV2ApiVersion)
{
$taskResourceJson = setup-request -Uri $fullBackupUri -method "POS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authValue $authValue
}
else
{
$taskUri = setup-request -Uri $fullBackupUri -method "POS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authValue $authValue -returnLocation $true
if ($taskUri -ne $null)
{
$taskResourceJson = setup-request -Uri $taskUri -method "GE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authValue $authValue
}

}
if ($taskResourceJson -ne $null)
{
return $taskResourceJson | ConvertFrom-Json

}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

}

##### Polling to see if backup is finished ######
function waitFor-completion ([object]$taskResource,[string]$authValue,[string]$hostname)
{
<#

.DESCRIPTION
Checks the status of the backup every twenty seconds, stops when status changes from running to a

different status

.PARAMETER taskResource
The response object from the backup-appliance method

.PARAMETER authValue
The authorized session ID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to connect to (in https://{ipaddress} format)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new task resource object, which contains the Uri to get the backup resource in the next function

.EXAMPLE
$taskResource = waitFor-Completion $taskResource $sessionID $hostname

#>

# extracts the Uri of the task Resource from itself, to poll repeatedly
$taskResourceUri = $taskResource.uri
if ($taskResourceUri -eq $null)
{
# Caller will provide the error message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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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s the Uri to the hostname to create a fully-qualified Uri
$fullTaskUri = $hostname + $taskResourceUri

# retries if unable to get backup progress information
$errorCount = 0
$errorMessage =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Backup initiated."
Write-Host "Checking for backup completion, this may take a while."

}

# a while loop to determine when the backup process is finished
do
{

try
{
# creates a new webrequest with appropriate headers
$taskResourceJson = setup-request -Uri $fullTaskUri -method "GE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authValue

$authValue -isSilent $true
# converts the response from the Appliance into a hash table
$taskResource = $taskResourceJson | convertFrom-Json
# checks the status of the task manager
$status = $taskResource.taskState

}
catch
{
$errorMessage = $error[0].Exception.Message
$errorCount = $errorCount + 1
$status = "RequestFailed"
Start-Sleep -s 15
continue

}

# Update progress bar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trimmedPercent = ($taskResource.completedSteps) / 5
$progressBar = "[" + "=" * $trimmedPercent + " " * (20 - $trimmedPercent) + "]"
Write-Host "`r Backup progress: $progressBar " $taskResource.completedSteps "%" -NoNewline

}

# Reset the error count since progress information was successfully retrieved
$errorCount = 0

# If the backup is still running, wait a bit, and then check again
if ($status -eq "Running")
{
Start-Sleep -s 20

}

} while (($status -eq "Running" -or $status -eq "RequestFailed") -and $errorCount -lt 20);

# if the backup reported an abnormal state, report the state and exit function
if ($status -ne "Completed")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n"
Write-Host "Backup stopped abnormally"
Write-Host $errorMessage

}
else
{
#log error message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Backup stopped abnormally"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Message
}
return $null

}

#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ask, outputs a hash table which contains task resource
else
{
Write-Host "`n"
$taskResource
return

}
}

##### Gets the backup resource #####
function get-backupResource ([object]$taskResource,[string]$authValue,[string]$host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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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Gets the Uri for the backup resource from the task resource and gets the backup resource

.PARAMETER taskResource
The task resource object that we use to get the Uri for the backup resource

.PARAMETER authValue
The authorized sessionID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to connect to (in https://{ipaddress} format)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backup resource object

.EXAMPLE
$backupResource = get-BackupResource $taskResource $sessionID $applianceName

#>

# the backup Resource Uri is extracted from the task resource
if ($global:scriptApiVersion -lt $taskResourceV2ApiVersion)
{
$backupUri = $taskResource.associatedResourceUri

}
else
{
$backupUri = $taskResource.associatedResource.resourceUri

}
if ($backupUri -eq $null)
{
# Caller will provide the error message
return

}
# construct the full backup Resource Uri from the hostname and the backup resource uri
$fullBackupUri = $hostname + $backupUri

# get the backup resource that contains the Uri for downloading
try
{
# creates a new webrequest with appropriate headers
$backupResourceJson = setup-request -Uri $fullBackupUri -method "GE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auth

$authValue
if ($backupResourceJson -ne $null)
{

$resource = $backupResourceJson | convertFrom-Json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Obtained backup resource. Now downloading. This may take a while ..."

}
$resource
return

}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

}

##### Function to download the backup file #####
function download-Backup ([PSCustomObject]$backupResource,[string]$authValue,[string]$hostname)
{
<#

.DESCRIPTION
Downloads the backup file from the appliance to the local system. Tries to use the
curl command. The curl command h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erformance especially for
large backups. If curl isn't installed, invokes download-Backup-without-curl to
download the backup.

.PARAMETER backupResource
Backup resource containing Uri for downloading

.PARAMETER authValue
The authorized sessionID

.PARAMETER hostname
The IP address of the appliance

.IN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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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absolute path of the download file

.EXAMPLE
download-backup $backupResource $sessionID https://11.111.11.111

#>

$downloadUri = $hostname + $backupResource.downloadUri
$fileDir = [environment]::GetFolderPath("Personal")
$filePath = $fileDir + "\" + $backupResource.id + ".bkp"
$curlDownloadCommand = "curl -o " + $filePath + " -s -f -L -k -X GET " +
"-H 'accept: application/octet-stream' " +
"-H 'auth: " + $authValue + "' " +
"-H 'X-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
$downloadUri

$curlGetDownloadErrorCommand = "curl -s -k -X GET " +
"-H 'accept: application/json' " +
"-H 'auth: " + $authValue + "' " +
"-H 'X-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
$downloadUri

try
{
$testCurlSslOption = curl -V
if ($testCurlSslOption -match "SSL")
{

invoke-expression $curlDownloadCommand
}
else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Version of curl must support SSL to get improved download performanc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Version of curl must

support SSL to get improved download performance"
}

return download-Backup-without-curl $backupResource $authValue $hostname
}

if ($LASTEXITCODE -ne 0)
{

$errorResponse = invoke-expression $curlGetDownloadErrorCommand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Download using curl error: $errorRespons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Download error:

$errorResponse"
}

if (Test-Path $filePath)
{

Remove-Item $filePath
}
retur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Backup download complete!"

}
}
catch [System.Management.Automation.CommandNotFoundException]
{
return download-Backup-without-curl $backupResource $authValue $hostname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Not able to download backup"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
return

}

return $filePath
}

##### Function to download the Backup file without using the curl command #####
function download-Backup-without-curl ([PSCustomObject]$backupResource,[string]$authValue,[string]$hostname)
{
<#

.DESCRIPTION
Downloads the backup file from the appliance to the local system (without using c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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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backupResource
Backup resource containing Uri for downloading

.PARAMETER authValue
The authorized sessionID

.PARAMETER hostname
The IP address of the appliance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absolute path of the download file

.EXAMPLE
download-backup-without-curl $backupResource $sessionID https://11.111.11.111

#>

# appends Uri ( obtained from previous function) to IP address
$downloadUri = $hostname + $backupResource.downloadUri
$downloadTimeout = 43200000 # 12 hours
$bufferSize = 65536 # bytes

# creates a new webrequest with appropriate headers
[net.httpsWebRequest]$downloadRequest = [net.webRequest]::create($downloadUri)
$downloadRequest.method = "GET"
$downloadRequest.AllowAutoRedirect = $TRUE
$downloadRequest.Timeout = $downloadTimeout
$downloadRequest.ReadWriteTimeout = $downloadTimeout
$downloadRequest.Headers.Add("auth", $authValue)
$downloadRequest.Headers.Add("X-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accept either octet-stream or json to allow the response body to contain either the backup or an exception

$downloadRequest.accept = "application/octet-stream;q=0.8,application/json"

# creates a variable that stores the path to the file location. Note: users may change this to other file
paths.
$fileDir = [environment]::GetFolderPath("Personal")

try
{
# connects to the Appliance, creates a new file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response
[net.httpsWebResponse]$response = $downloadRequest.getResponse()
$responseStream = $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responseStream.ReadTimeout = $downloadTimeout

#saves file as the name given by the backup ID
$filePath = $fileDir + "\" + $backupResource.id + ".bkp"
$sr = New-Object System.IO.FileStream ($filePath,[System.IO.FileMode]::create)
$responseStream.CopyTo($sr,$bufferSize)
$response.close()
$sr.close()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Backup download complete!"

}
}
catch [Net.WebException]
{
$errorMessage = $error[0].Exception.message

#Try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rror
try {
$errorResponse =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s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errorResponse)
$rawErrorStream = $sr.readtoend()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close()
$errorObject = $rawErrorStream | convertFrom-Json
if (($errorObject.message.length -gt 0) -and

($errorObject.recommendedActions.length -gt 0))
{
$errorMessage = $errorObject.message + " " + $errorObject.recommendedActions

}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Use exception message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errorMessag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Message

}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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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filePath
}

function setup-request ([string]$uri,[string]$method,[string]$accept,[string]$contentType = "",[string]$authValue
= "",[object]$body = $null,[bool]$isSilent=$false, [bool]$returnLocation=$false)
{
try
{
[net.httpsWebRequest]$request = [net.webRequest]::create($uri)
$request.method = $method
$request.accept = $accept

$request.Headers.Add("Accept-Language: en-US")
if ($contentType -ne "")
{
$request.ContentType = $contentType

}
if ($authValue -ne "")
{
$request.Headers.Item("auth") = $authValue

}
$request.Headers.Item("X-API-Version") = $global:scriptApiVersion
if ($body -ne $null)
{
$requestBodyStream = New-Object IO.StreamWriter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requestBodyStream.WriteLine($body)
$requestBodyStream.flush()
$requestBodyStream.close()

}

# attempt to connect to the Appliance and get a response
[net.httpsWebResponse]$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if ($returnLocation)
{

$taskUri = $response.getResponseHeader("Location")

$response.close()
return $taskUri

}
else
{

# response stored in a stream
$responseStream = $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s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responseStream)

#the stream, which contains a json object, is read into the storage variable
$rawResponseContent = $sr.readtoend()
$response.close()
return $rawResponseContent

}
}
catch [Net.WebException]
{
$errorMessage = $error[0].Exception.message

#Try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error
try {
$errorResponse =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s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errorResponse)
$rawErrorStream = $sr.readtoend()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close()
$errorObject = $rawErrorStream | convertFrom-Json
if (($errorObject.message.length -gt 0) -and

($errorObject.recommendedActions.length -gt 0))
{
$errorMessage = $errorObject.message + " " + $errorObject.recommendedActions

}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Use exception message

}

if ($isSilent) {
throw $errorMessage

}
else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errorMessag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Mess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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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eed to rethrow since already recorded error
return

}
}

##### Start of function calls #####

#gets the credentials from user, either manual entry or from file
$savedLoginJson = queryfor-credentials $args[0]
if ($savedLoginJson -eq $null)
{
#if an error occurs, it has already been logged in the queryfor-credentials function
return

}

#extracts needed information from the credential json
try
{
$savedLoginJson = "[" + $savedLoginJson + "]"
$savedloginVals = $savedLoginJson | convertFrom-Json
$SecStrLoginname = $savedloginVals.userName | ConvertTo-SecureString -ErrorAction stop
$loginname =

[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PtrToStringAuto([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SecureStringToBSTR($SecStrLoginName))

$hostname = $savedloginVals.hostname
$SecStrPassword = $savedloginVals.password | ConvertTo-SecureString -ErrorAction stop
$password =

[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PtrToStringAuto([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SecureStringToBSTR($SecStrpassword))

$adname = $savedloginVals.authLoginDomain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Failed to get credentials: " +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Failed to get credentials: "

+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

#determines the active Api 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get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hostname
if ($global:scriptApiVersion -eq $null)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Could not determine appliance Api version"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Could not determine appliance
Api version"
return

}

#sends the login request to the machine, gets an authorized session ID if successful
$authValue = login-appliance $loginname $password $hostname $adname
if ($authValue -eq $null)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Failed to receive login session ID."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Failed to receive login session
ID."
return

}

#sends the request to start the backup process, returns the taskResource object
$taskResource = backup-Appliance $authValue.sessionID $hostname
if ($taskResource -eq $null)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Could not initialize backup"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Could not initialize 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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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

#loops to keep checking how far the backup has gone
$taskResource = waitFor-completion $taskResource $authValue.sessionID $hostname
if ($taskResource -eq $null)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Could not fetch backup status"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Could not fetch backup status"

return
}

#gets the backup resource
$backupResource = get-backupResource $taskResource $authValue.sessionID $hostname
if ($backupResource -eq $null)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Could not get the Backup Resourc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Could not get the Backup Resource"

return
}

#downloads the backup file to the local drive
$filePath = download-Backup $backupResource $authValue.sessionID $hostname
if ($filePath -eq $null)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Could not download the backup"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Could not download the backup"

retur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Backup can be found at $filePath"
Write-Host "If you wish to automate this script in the future and re-use login settings currently entered,"
Write-Host "then provide the file path to the saved credentials file when running the script."
Write-Host "ie: " $MyInvocation.MyCommand.Definition " filepath"

}
else
{
Write-Host "Backup completed successfully."
Write-Host "The backup can be found at $filePath."

}
Write-EventLog -EventId 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script completed successfully"

A.2 示例恢复脚本
作为从设备 UI 中使用“设置”→“操作”→“从备份中恢复”的一种替代方法，您可以编写并运行一
个脚本以自动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注意： 仅具有基础设施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可以恢复设备。

示例 15 “示例 restore.ps1 脚本”提供了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或获取正在进行的恢复过程进度的
示例脚本。

示例脚本

如果您没有为脚本传递参数，脚本将上载并恢复备份文件。

1. 调用 query-user() 以获取设备主机名、用户名和密码以及备份文件路径。
2. 调用 login-appliance() 发出 REST 请求以获取用于授权恢复 REST 调用的会话 ID。
3. 调用 uploadTo-appliance() 以将备份上载到设备中。
4. 调用 start-restore() 以启动恢复。
5. 调用 restore-status() 以定期检查恢复状态，直到恢复过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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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脚本传递 -status 选项，脚本将验证和报告上一个或正在进行的恢复操作的状态，直到
恢复过程完成。

1. 调用 recover-restoreID() 以获取用于验证上一个或正在进行的恢复操作的状态的 URI。
2. 调用 restore-status() 以定期验证恢复状态，直到恢复过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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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5 示例 restore.ps1 脚本
#(C) Copyright 2012-2014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LP
###########################################################################################################################
# Name: restore.ps1
# Usage: {directory}\restore.ps1 or {directory}\restore.ps1 -status https://{ipaddress}
# Purpose: Uploads a backup file to the appliance and then restores the appliance using the backup data
# Not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this script uses the curl command if it is installed. The curl command
# must be installed with the SSL option.
# Windows PowerShell 3.0 must be installed to run the script
###########################################################################################################################

# tells the computer that this is a trusted source we are connecting to (brute force, could be refined)
[System.Net.ServicePointManager]::ServerCertificateValidationCallback = { $true }

# The scriptApiVersion is the default Api version (if the appliance supports this level
# or higher). This variable may be changed if the appliance is at a lower Api level.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3

#####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user #####
function query-user ()
{
<#

.DESCRIPTION
Obtains information needed to run the script by prompting the user for input.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Outputs an object containing the obtained information.

.EXAMPLE
$userVals = query-user

#>
Write-Host "Restoring from backup is a destructive process, continue anyway?"

$continue = 0
do
{
$earlyExit = Read-Host
if ($earlyExit[0] -eq 'n')
{
return

}
elseif ($earlyExit[0] -ne 'y')
{
Write-Host "Please respond with a y or n"

}
else
{
$continue = 1

}

} while ($continue -eq 0)

do
{
Write-Host "Enter directory backup is located in (ie: C:\users\joe\)"
$backupDirectory = Read-Host
# Add trailing slash if needed
if (!$backupDirectory.EndsWith("\"))
{

$backupDirectory = $backupDirectory + "\"
}

Write-Host "Enter name of backup (ie: appliance_vm1_backup_2012-07-07_555555.bkp)"
$backupFile = Read-Host

# Check if file exists
$fullFilePath = $backupDirectory + $backupFile
if (! (Test-Path $fullFilePath))
{

Write-Host "Sorry the backup file $fullFilePath doesn't exist."
}

} while (! (Test-Path $fullFilePath))

Write-Host "Enter appliance IP address (ie: https://10.10.10.10)"
$hostname = Read-Host
# Correct some common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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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 $hostname.Trim().ToLower()
if (!$hostname.StartsWith("https://"))
{

if ($hostname.StartsWith("http://"))
{

$hostname = $hostname.Replace("http","https")
} else {

$hostname = "https://" + $hostname
}

}

Write-Host "Enter username"
$secUsername = Read-Host -AsSecureString
$username =

[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PtrToStringAuto([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SecureStringToBSTR($secUsername))

Write-Host "Enter password"
$secPassword = Read-Host -AsSecureString
$password =

[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PtrToStringAuto([Runtime.InteropServices.Marshal]::SecureStringToBSTR($secPassword))

$absolutePath = $backupDirectory + $backupFile

Write-Host "If using Active Directory, enter the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Write-Host " (Leave this field blank if not using Active Directory.)"
$ADName = Read-Host

$loginVals = @{ hostname = $hostname; userName = $username; password = $password; backupPath = $absolutePath;

backupFile = $backupFile; authLoginDomain = $ADName; }

return $loginVals
}

##### getApiVersion: Get X_API_Version #####
function getApiVersion ([int32] $currentApiVersion,[string]$hostname)
{
<#

.DESCRIPTION
Sends a web request to the appliance to obtain the current Api version.
Returns the lower of: Api version supported by the script and Api version
supported by the appliance.

.PARAMETER currentApiVersion
Api version that the script is currently using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address to send the request to (in https://{ipaddress} format)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Outputs the new active Api version

.EXAMPLE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getApiVersion()

#>

# the particular Uri on the Appliance to reqest the Api Version
$versionUri = "/rest/version"

# append the Uri to the end of the IP address to obtain a full Uri
$fullVersionUri = $hostname + $versionUri

# use setup-request to issue the REST request api version and get the response
try
{
$applianceVersionJson = setup-request -Uri $fullVersionUri -method "GE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if ($applianceVersionJson -ne $null)
{
$applianceVersion = $applianceVersionJson | convertFrom-Json
$currentApplianceVersion = $applianceVersion.currentVersion
if ($currentApplianceVersion -lt $currentApiVersion)
{
return $currentApplianceVersion

}
return $currentApiVers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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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 [System.Exception]
{
if ($global:interactiveMode -eq 1)
{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else
{
Write-EventLog -EventId 100 -LogName Application -Source backup.ps1 -Message $error[0].Exception.Message

}
}

}

##### Send the login request to the appliance #####
function login-appliance ([string]$username,[string]$password,[string]$hostname,[string]$ADName)
{
<#

.DESCRIPTION
Attempts to send a web request to the appliance and obtain an authorized sessionID.

.PARAMETER username
The username to log into the remote appliance

.PARAMETER password
The correct password associated with username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address to send the request to (in https://{ipaddress} format)

.PARAMETER ADName
The Active Directory name (optional)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Outputs the response body containing the needed session ID.

.EXAMPLE
$authtoken = login-appliance $username $password $hostname $ADName

#>

# the particular URI on the Appliance to reqest an "auth token"
$loginURI = "/rest/login-sessions"

# append the URI to the end of the IP address to obtain a full URI
$fullLoginURI = $hostname + $loginURI
# create the request body as a hash table, then convert it to json format
if ($ADName)
{
$body = @{ userName = $username; password = $password; authLoginDomain = $ADName } | convertTo-json

}
else # null or empty
{
$body = @{ userName = $username; password = $password } | convertTo-json

}

try
{
# create a new webrequest object and give it the header values that will be accepted by the Appliance, get

response
$loginRequest = setup-request -Uri $fullLoginURI -method "POS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Body $body
Write-Host "Logi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_.Exception.message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
return

}

#the output for the function, a hash table which contains a single value, "sessionID"
$loginRequest | convertFrom-Json
return

}

##### Upload the backup file to the appliance #####
function uploadTo-appliance ([string]$filepath,[string]$authinfo,[string]$hostname,[string]$backupFile)
{
<#

.DESCRIPTION
Attempts to upload a backup file to the appliance. Tries to use the curl command.
The curl command h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erformance especially for large 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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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url isn't installed, invokes uploadTo_appliance-without-curl to upload the file.

.PARAMETER filepath
The absolute filepath to the backup file.

.PARAMETER authinfo
The authorized session ID returned by the login request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to connect to

.PARAMETER backupFile
The name of the file to upload. Only used to tell the server what file is contained in the post

request.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response body to the upload post request.

.EXAMPLE
$uploadResponse = uploadTo-appliance $filePath $sessionID $hostname $fileName

#>

$uploadUri = "/rest/backups/archive"
$fullUploadUri = $hostname + $uploadUri
$curlUploadCommand = "curl -s -k -X POST " +
"-H 'content-type: multipart/form-data' " +
"-H 'accept: application/json' " +
"-H 'auth: " + $authinfo + "' " +
"-H 'X-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
"-F file=@" + $filepath + " " +
$fullUploadUri

Write-Host "Uploading backup file to appliance, this may take a few minutes..."
try
{
$testCurlSslOption = curl -V
if ($testCurlSslOption -match "SSL")
{
$rawUploadResponse = invoke-expression $curlUploadCommand
if ($rawUploadResponse -eq $null)
{
return

}
$uploadResponse = $rawUploadResponse | convertFrom-Json

if ($uploadResponse.status -eq "SUCCEEDED")
{
Write-Host "Upload complete."
return $uploadResponse

}
else
{
Write-Host $uploadResponse
return

}
}
else
{

Write-Host "Version of curl must support SSL to get improved upload performance."
return uploadTo-appliance-without-curl $filepath $authinfo $hostname $backupFile

}
}
catch [System.Management.Automation.CommandNotFoundException]
{
return uploadTo-appliance-without-curl $filepath $authinfo $hostname $backupFile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Not able to upload backup"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
return

}
}

##### Upload the backup file to the appliance without using the curl command #####
function uploadTo-appliance-without-curl
([string]$filepath,[string]$authinfo,[string]$hostname,[string]$backupFile)
{
<#

.DESCRIPTION
Attempts to upload a backup to the appliance without using curl.

.PARAMETER filepath
The absolute filepath to the backup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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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authinfo
The authorized session ID returned by the login request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to connect to

.PARAMETER backupFile
The name of the file to upload. Only used to tell the server what file is contained in the post

request.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response body to the upload post request.

.EXAMPLE
$uploadResponse = uploadTo-appliance $filePath $sessionID $hostname $fileName

#>

$uploadUri = "/rest/backups/archive"
$fullUploadUri = $hostname + $uploadUri
$uploadTimeout = 43200000 # 12 hours
$bufferSize = 65536 # bytes

try
{
[net.httpsWebRequest]$uploadRequest = [net.webRequest]::create($fullUploadUri)
$uploadRequest.method = "POST"
$uploadRequest.Timeout = $uploadTimeout
$uploadRequest.ReadWriteTimeout = $uploadTimeout
$uploadRequest.SendChunked = 1
$uploadRequest.AllowWriteStreamBuffering = 0
$uploadRequest.accept = "application/json"
$boundary = "----------------------------bac8d687982e"
$uploadRequest.ContentType = "multipart/form-data; boundary=----------------------------bac8d687982e"
$uploadRequest.Headers.Add("auth", $authinfo)
$uploadRequest.Headers.Add("X-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fs = New-Object IO.FileStream ($filepath,[System.IO.FileMode]::Open)
$rs = $uploadRequest.getRequestStream()
$rs.WriteTimeout = $uploadTimeout
$disposition = "Content-Disposition: form-data; name=""file""; filename=""encryptedBackup"""
$conType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octet-stream"

[byte[]]$BoundaryBytes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 + $boundary + "`r`n")
$rs.write($BoundaryBytes,0,$BoundaryBytes.Length)

[byte[]]$contentDisp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disposition + "`r`n")
$rs.write($contentDisp,0,$contentDisp.Length)

[byte[]]$contentType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conType + "`r`n`r`n")
$rs.write($contentType,0,$contentType.Length)

$fs.CopyTo($rs,$bufferSize)
$fs.close()

[byte[]]$endBoundaryBytes = [System.Text.Encoding]::UTF8.GetBytes("`n`r`n--" + $boundary + "--`r`n")
$rs.write($endBoundaryBytes,0,$endBoundaryBytes.Length)
$rs.close()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Not able to send backup"
Write-Host $error[0].Exception

}
try
{
[net.httpsWebResponse]$response = $uploadRequest.getResponse()
$responseStream = $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responseStream.ReadTimeout = $uploadTimeout
$streamReade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responseStream)
$rawUploadResponse = $streamReader.readtoend()
$response.close()

if ($rawUploadResponse -eq $null)
{
return

}

$uploadResponse = $rawUploadResponse | convertFrom-Json

if ($uploadResponse.status -eq "SUCC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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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Host "Upload complete."
return $uploadResponse

}
else
{
Write-Host $rawUploadResponse
Write-Host $uploadResponse
return

}
}
catch [Net.WebException]
{
Write-Host $error[0]
$errorResponse =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s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errorResponse)

$frawErrorStream = $sr.readtoend()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close()
$errorObject = $rawErrorStream | convertFrom-Json

Write-Host $errorObject.errorcode $errorObject.message $errorObject.resolution
return

}
}

##### Initiate the restore process #####
function start-restore ([string]$authinfo,[string]$hostname,[object]$uploadResponse)
{
<#

.DESCRIPTION
Sends a POST request to the restore resource to initiate a restore.

.PARAMETER authinfo
The authorized sessionID obtained from login.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to connect to.

.PARAMETER uploadResponse
The response body from the upload request. Contains the backup URI needed for restore call.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Outputs the response body from the POST restore call.

.EXAMPLE
$restoreResponse = start-restore $sessionID $hostname $uploadResponse

#>
# append the appropriate URI to the IP address of the Appliance
$backupUri = $uploadResponse.uri
$restoreUri = "/rest/restores"
$fullRestoreUri = $hostname + $restoreURI
$body = @{ type = "RESTORE"; uriOfBackupToRestore = $backupUri } | convertTo-json
# create a new webrequest and add the proper headers
try
{
$rawRestoreResponse = setup-request -uri $fullRestoreUri -method "POS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authValue $authinfo -Body $body

$restoreResponse = $rawRestoreResponse | convertFrom-Json
return $restoreResponse

}

catch [Net.WebException]
{
Write-Host $_.Exception.message

}
}

##### Check for the status of ongoing restore #####
function restore-status ([string]$authinfo = "foo",[string]$hostname,[object]$restoreResponse,[string]$recoveredUri
= "")
{
<#

.DESCRIPTION
Uses GET requests to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restore process.

.PARAMETER authinfo
**to be removed once no longer a required header**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to conn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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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 restoreResponse
The response body from the restore initiation request.

.PARAMETER recoveredUri
In case of a interruption in the script or connection, the Uri for status is instead obtained through

this parameter.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None, end of script upon completion or fail.

.EXAMPLE
restore-status *$authinfo* -hostname $hostname -restoreResponse $restoreResponse

or

restore-status -hostname $hostname -recoveredUri $recoveredUri
#>

$retryCount = 0
$retryLimit = 5
$retryMode = 0

# append the appropriate URI to the IP address of the Appliance

if ($recoveredUri -ne "")
{
$fullStatusUri = $hostname + $recoveredUri
write-host $fullStatusUri

}
else
{
$fullStatusUri = $hostname + $restoreResponse.uri

}
do
{
try
{
# create a new webrequest and add the proper headers (new header, auth is needed for authorization
$rawStatusResp = setup-request -uri $fullStatusUri -method "GE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authValue $authinfo
$statusResponse = $rawStatusResp | convertFrom-Json
$trimmedPercent = ($statusResponse.percentComplete) / 5
$progressBar = "[" + "=" * $trimmedPercent + " " * (20 - $trimmedPercent) + "]"
Write-Host "`rRestore progress: $progressBar " $statusResponse.percentComplete "%" -NoNewline

}
catch [Net.WebException]
{
try
{
$errorResponse =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s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errorResponse)

$rawErrorStream = $sr.readtoend()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close()
$errorObject = $rawErrorStream | convertFrom-Json

Write-Host $errorObject.message $errorObject.recommendedActions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r`n" $error[1].Exception
}

# The error may be transient; retry several times. If it still fails, return with an error.
$retryCount++
$retryMode = 1
if ($retryCount -le $retryLimit)
{

Write-Host "In restore-status retrying GET on $fullStatusUri. retry count: $retryCount`r`n"
sleep 5
continue

}
else
{

Write-Host "`r`nRestore may have failed! Could not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the restore."
return

}
}
if ($statusResponse.status -eq "SUCCEEDED")
{
Write-Host "`r`nRestore complete!"
return

}
if ($statusResponse.status -eq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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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Host "`r`nRestore failed! System should now undergo a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s."

}
Start-Sleep 10

} while (($statusResponse.status -eq "IN_PROGRESS") -or ($retryMode -eq 1))

return
}

##### Recovers Uri to the restore resource if connection lost #####
function recover-restoreID ([string]$hostname)
{
<#

.DESCRIPTION
Uses GET requests to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restore process.

.PARAMETER hostname
The appliance to end the request to.

.INPUTS
None, does not accept piping

.OUTPUTS
The Uri of the restore task in string form.

.EXAMPLE
$reacquiredUri = recover-restoredID $hostname

#>

$idUri = "/rest/restores/"
$fullIdUri = $hostname + $idUri
try
{
$rawIdResp = setup-request -uri $fullIdUri -method "GET"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accept

"application/json" -authValue "foo"
$idResponse = $rawIdResp | convertFrom-Json

}
catch [Net.WebException]
{
$_.Exception.message
return

}
return $idResponse.members[0].uri

}

function setup-request ([string]$uri,[string]$method,[string]$accept,[string]$contentType =
"",[string]$authValue="0", [object]$body = $null)
{
<#
.DESCRIPTION

A function to handle the more generic web requests to avoid repeated code in every function.

.PARAMETER uri
The full address to send the request to (required)

.PARAMETER method
The type of request, namely POST and GET (required)

.PARAMETER accept
The type of response the request accepts (required)

.PARAMETER contentType
The type of the request body

.PARAMETER authValue
The session ID used to authenticate the request

.PARAMETER body
The message to put in the request body

.INPUTS
None

.OUTPUTS
The response from the appliance, typically in Json form.

.EXAMPLE
$responseBody = setup-request -uri https://10.10.10.10/rest/doThis -method "GET" -accept "application/json"

#>
try
{
[net.httpsWebRequest]$request = [net.webRequest]::create($uri)
$request.method = $method
$request.accept = $accept

$request.Headers.Add("Accept-Language: en-US")
if ($contentType -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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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ContentType = $contentType

}
if ($authValue -ne "0")
{
$request.Headers.Item("auth") = $authValue

}
$request.Headers.Add("X-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if ($body -ne $null)
{
#write-host $body
$requestBodyStream = New-Object IO.StreamWriter $request.getRequestStream()
$requestBodyStream.WriteLine($body)

$requestBodyStream.flush()
$requestBodyStream.close()

}

# attempt to connect to the Appliance and get a response
[net.httpsWebResponse]$response = $request.getResponse()

# response stored in a stream
$responseStream = $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s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responseStream)

#the stream, which contains a json object is read into the storage variable
$rawResponseContent = $sr.readtoend()
$response.close()
return $rawResponseContent

}
catch [Net.WebException]
{
try
{

$errorResponse =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getResponseStream()
$sr = New-Object IO.StreamReader ($errorResponse)
$rawErrorStream = $sr.readtoend()
$error[0].Exception.InnerException.Response.close()
$errorObject = $rawErrorStream | convertFrom-Json
Write-Host "errorCode returned:" $errorObject.errorCode
Write-Host "when requesting a $method on $uri`r`n"
Write-Host $errorObject.message ";" $errorObject.recommendedActions

}
catch [System.Exception]
{

Write-Host $error[1].Exception.Message
}
throw
return

}
}

##### Begin main #####

#this checks to see if the user wants to just check a status of an existing restore
if ($args.count -eq 2)
{
foreach ($item in $args)
{
if ($item -eq "-status")
{
[void]$foreach.movenext()
$hostname = $foreach.current
# Correct some common errors in hostname
$hostname = $hostname.Trim().ToLower()
if (!$hostname.StartsWith("https://"))
{

if ($hostname.StartsWith("http://"))
{

$hostname = $hostname.Replace("http","https")
} else {

$hostname = "https://" + $hostname
}

}
}

else
{

Write-Host "Invalid arguments."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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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acquiredUri = recover-restoreID -hostname $hostname
if ($reacquiredUri -eq $null)
{
Write-Host "Error occurred when fetching active restore ID. No restore found."
return

}
restore-status -recoveredUri $reacquiredUri -hostname $hostname

return
}
elseif ($args.count -eq 0)
{
$loginVals = query-user
if ($loginVals -eq $null)
{
Write-Host "Error passing user login vals from function query-host, closing program."
return

}

#determines the active Api 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 getApiVersion $global:scriptApiVersion $loginVals.hostname
if ($global:scriptApiVersion -eq $null)
{
Write-Host "Could not determine appliance Api version"
return

}

$authinfo = login-appliance $loginVals.userName $loginvals.password $loginVals.hostname
$loginVals.authLoginDomain
if ($authinfo -eq $null)
{
Write-Host "Error getting authorized session from appliance, closing program."
return

}

$uploadResponse = uploadTo-appliance $loginVals.backupPath $authinfo.sessionID $loginVals.hostname
$loginVals.backupFile
if ($uploadResponse -eq $null)
{
Write-Host "Error attempting to upload, closing program."
return

}

$restoreResponse = start-restore $authinfo.sessionID $loginVals.hostname $uploadResponse
if ($restoreResponse -eq $null)
{
Write-Host "Error obtaining response from Restore request, closing program."
return

}
restore-status -hostname $loginVals.hostname -restoreResponse $restoreResponse -authinfo $authinfo.sessionID

return
}
else
{
Write-Host "Usage: restore.ps1"
Write-Host "or"
Write-Host "restore.ps1 -status https://{ipaddress}"
retu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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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身份验证目录服务
本附录提供有关帮助您正确应用搜索上下文字段的附加信息，以将身份验证目录服务添加到 HPE
OneView 设备。

B.1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配置
B.1.1 用户和组在同一 OU 中

下表提供某种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配置的“添加目录”屏幕中“搜索上下文”字段的常规映射，
该配置中用户和组处于同一组织单位（简称 OU）下。 有关“添加目录”屏幕的信息，请参阅联机
帮助。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domain,DC=domainCN=Organizational_UnitCN搜索上下文

在此示例中，域为 example.com，而用户和组位于默认组织单位 Users 容器下。

将验证名为 server_admin 的用户身份的“搜索上下文”字段条目为：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example,DC=comCN=UsersCN搜索上下文

B.1.2 用户和组在不同 OU 中，但在同一父级下
下表提供某种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配置的“添加目录”屏幕中“搜索上下文”字段的常规映射，
该配置中用户和组分处不同的 OU 中，但这些 OU 均在另一父 OU 下。 有关“添加目录”屏幕的
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domain,DC=domainOU=Organizational_UnitCN搜索上下文

在此示例中，有一个名为 Accounts 的父 OU，它有两个子级（Users 和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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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 example.com。

将验证名为 Users OU 中的用户身份的“搜索上下文”字段条目为：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example,DC=comOU=AccountsCN搜索上下文

B.1.3 用户和组在不同父级下的不同 OU 中
下表提供某种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配置的“添加目录”屏幕中“搜索上下文”字段的常规映射，
该配置中用户和组帐户分处不同的 OU 中（显示为 OU1 和 OU2）。 有关“添加目录”屏幕的信
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domain,DC=domainOU=child_OU,OU=parent_OU +
...

CN搜索上下文

在此示例中，域 example.com 中有两个不同的 OU，分别为 User Accounts 和 Group
Accounts。

指定 OU 时采用此形式：
OU=child_OU,OU=parent_OU

在示例中，可指定四个不同的帐户：

396 身份验证目录服务



OU=Admin Users,OU=User Accounts,DC=example.DC=com
OU=Finance Users,OU=User Accounts,DC=example.DC=com
OU=Admin,OU=Group Accounts,DC=example.DC=com
OU=Others,OU=Group Accounts,DC=example.DC=com

可在字段 2 中使用 + 字符组合最多 10 个搜索上下文。 此构造称为多个相对可分辨名称 (RDN）。
对于此示例，验证这些用户和组身份的“搜索上下文”字段条目为：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example,DC=comOU=Admin Users,OU=User
Accounts + OU=Finance
Users,OU=User Accounts +
OU=Admin,OU=Group Accounts +
OU=Others,OU=Group Accounts

CN搜索上下文

B.1.4 内置组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内置了若干组，其中某些组自动位于预定义容器。 这些内置组包括：

• Domain Users
• Domain Admins
• Enterprise Admins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Users 组包含在域中创建的所有用户。 在此示例中，Users
下的所有用户帐户均包括在 Domain Users 中：

但是，将不验证 Domain Users 组中用户帐户的身份。 必须指定组织单位。
有关内置组及其行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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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OpenLDAP 目录配置
下表提供某种 OpenLDAP 配置的“添加目录”屏幕中“搜索上下文”字段的常规映射，该配置中用
户和组处于不同组织单位（简称 OU）下。 有关“添加目录”屏幕的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domain,DC=domainOU=Organizational_UnitCN搜索上下文

在此示例中，用户帐户位于 People OU 下，而组位于 Groups OU 下：

对于此示例，验证用户（而非组）身份的“搜索上下文”字段条目为：

字段 3字段 2字段 1

DC=example,DC=comOU=PeopleCN搜索上下文

注意： Groups OU 对搜索上下文字段 2 无效。 默认情况下，仅在 Groups OU 下搜索所有
组。 对于 OpenLDAP，始终必须在 Groups OU 下创建组。

B.3 验证目录服务器配置
有关这些要求的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中的“添加目录”屏幕详细信息和“添加目录服务器”屏幕详
细信息。

此外，搜索上下文必须有效，以便可识别和访问各组。

可以使用以下步骤验证目录服务器配置是否正确。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托管身份验证目录服务的服务器必须：

通过 SSL 进行通信。■
■ 对用于 LDAP 的 SSL 端口达成一致。
■ 可通过完全限定域名或 IP 地址被访问。
■ 有基于 RSA 算法的 SSL 证书可用。

验证目录服务器配置

1. 用 ping 命令确定是否与目录服务器具有连接：
ping directory_server_hos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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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目录服务器证书的公钥基于 RSA 算法。
如果目录服务器实际是一组循环运行的 DNS 服务器，则每个服务器具有唯一的证书。 使用
nslookup 列出服务器并选择一个。
使用 openssl s_client 命令连接到其中某个服务器。 指定主机名和端口。
将服务器证书复制到“添加目录服务器”屏幕的“证书”字段中。
确认该证书将公钥指定为 RSA（n 位）。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的默认选项是 RSA 2048
位。

3. 确保该证书的时间戳比设备时间晚。

如果设备和目录同步到不同的时间服务器，或者它们使用不同的时区，则可能存在问题。

4. 通过从设备控制台中运行 ldapsearch 命令，验证搜索上下文。

DC=example,DC=com

Username: server_admin

CN=UsersCN搜索上下文

对于此示例，使用 TLS/SSL 的 ldapsearch 命令类似于：

LDAPTLS_CACERT=location_of_certificate
ldapsearch -LLL
-Z -H ldaps://host_name:port
-b "base-DN"
-D "bind-DN"
-W [cn/uid/ssAMAccountName/userPrincipalName]

对于此示例，不使用 TLS/SSL 的 ldapsearch 类似于：
ldapsearch -LLL
-H ldap://IP_address:389
-b "cn=users,dc=example,dc=com"
-D "cn=server_admin,cn=users,dc=example,dc=com"
-W CN

B.4 LDAP 架构对象类
下面按目录类型介绍用对象类创建的组。 需要将此类 LDAP 组添加到 HPE OneView 并向其分配
角色。 有关分配角色的信息，请参阅联机帮助。

Active Directory
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可以使用任何以下 LDAP 架构对象类创建组：

• groupofNames

• groups

• groupofUniqueNames

通过检查组名称的属性，查看组成员，如此示例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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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LDAP

在 OpenLDAP 中，可以使用任何以下 LDAP 架构对象类创建组：

• groupofUniqueNames

• groupofNames

用 objectClass 作为 groupOfUniqueNames 创建的组在 uniqueMember 下有其成员。

将 objectClass 作为 groupOfNames 或 groups 创建的组在 member 中具有成员，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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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随 HPE Insight Control server provisioning 安装 Smart
Update Tools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阅《Smart Update Tools 用户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sut-docs。Smart Update Tools (SUT) 可以与 HPE Insight Control server
provisioning 一起安装在 ProLiant 服务器上。
SUT 是在自动部署模式下安装的。 在自动暂存模式下，SUT 将主机服务器上的组件暂存到临时
位置中。 在安装 SUT 后，任何后续操作都要求操作系统管理员从命令行中运行命令。
要将 SUT 的部署模式更改为“按需”、“手动”或“脚本模式”，以便在服务器上将所有请求作为命令
行参数进行控制，请参阅《Smart Update Tools 用户指南》，网址为 www.hpe.com/info/
sut-docs。
要在数据中心的所有服务器上执行扩展部署，请参阅《Smart Update Tools 用户指南》，网址
为 www.hpe.com/info/sut-docs。

注意： 如果将 SUT 设置为在自动模式下运行，SUT 将在主机服务器上的后台中运行。 HPE
OneView 和 SUT 通过 HPE iLO REST 接口进行通信。 HPE OneView 中显示的固件安装始终保
持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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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维护控制台
• “关于维护控制台”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 “关于维护控制台密码”
• “关于出厂重置操作”
•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屏幕详细信息”
• “维护控制台“详细信息”屏幕详细信息”
• “维护控制台设备状态”
• “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 “重置维护控制台密码”
•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 “使用维护控制台关闭 Synergy Composer”
• “从维护控制台中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 “使用维护控制台执行出厂重置”
• “从维护控制台配置设备网络”
• “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 “在 Synergy Composer 不具有高可用性时将其手动激活”

D.1 关于维护控制台
维护控制台（如图 23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示例”中所示）为设备提供一组有限的管理命令。
维护控制台是一个重要的工具，用于在 HPE OneView 不可用时解决设备问题。 如果配置了维护
IP，则始终可以从前面板控制台或 SSH 会话使用维护控制台。
有关访问维护控制台的信息，请参阅“访问维护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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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示例

在大多数维护控制台屏幕的左上角，将使用本地设备的位置（机箱标识符和设备托架编号）或主
机名标识该设备。

维护控制台显示一个图标和一条有关设备状态的消息，它可能指示正在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正常运行

• 设备脱机

• 正在更新设备

• 设备正在与群集中的另一个设备进行同步

• 设备正在启动、关闭、重新启动或暂时不可用

• 正在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 正在将设备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命令 
主菜单正文包含可使用的命令：

• 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 重新启动本地设备。

• 关闭设备。

• 激活脱机设备。

• 重置管理员密码。

• 执行设备的出厂重置。

• 启动服务控制台，授权的支持代表可以使用该控制台诊断或修复问题。

• 创建支持转储或将现有的支持转储下载到 USB 存储设备（已连接到设备的 USB 端口）。
• 注销维护控制台。

在移除控制台（显示器、键盘和鼠标）之前，一定要注销。 否则，在下一次连接控制台和按
下 Enter 键时，您可能要离开维护控制台以准备执行关机之类的命令。

注意： 维护控制台显示的命令取决于设备的当前状态以及访问维护控制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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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 

• 使用 tab 键和箭头键在维护控制台屏幕中进行导航。
• 显示的命令带有相应的热键。 这些键显示在方括号中，如图 23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示例”中
所示。 按热键将选择相应的命令。

• 您可以使用 Enter 键调用所选的命令。 即，在进行选择后，按 Enter  将运行该命令。
另请参阅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 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新启动设备

• 使用维护控制台关闭设备

•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 使用维护控制台执行设备的出厂重置

D.2 访问维护控制台
可以通过设备控制台或 SSH 连接访问维护控制台。

注意： 出现提示时，使用本地基础设施管理员凭据。 可以从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使用 SSH 连接访问维护控制台

注意：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建议使用下列工具通过 SSH 连接访问维护控制台：
• PuTTY
• MTPuTTY

使用 SSH 访问维护控制台
1. 在本地计算机上调用建议的工具之一。
2. 通过指定设备的完全限定域名或其 IP 地址来访问该设备。
3. 在登录提示符下输入用户名 maintenance。
4. 登录维护控制台。

从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访问维护控制台
1. 使用位于以下位置的显示器端口和 USB 端口连接键盘、视频显示器和鼠标：

• 框体的前面板（左图）

• 框体背面的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上（右图）

在连接时，显示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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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位于屏幕右上角的监视图标。
3. 从“设备”子菜单中选择任一 HPE Synergy Composer。
此时将打开一个空白的文本窗口。

4. 按 Enter 键。
5. 在登录提示符下输入用户名 maintenance。
6. 请参阅登录维护控制台。

通过笔记本计算机或便携式计算机访问维护控制台

前提条件

• 您可以物理接触框体。

• 您为 DHCP 配置了笔记本计算机的以太网端口并启用了自动协商
• 一根 CAT5 电缆
1. 将 CAT5 电缆连接到笔记本计算机上的以太网端口。
2. 将 CAT5 电缆连接到前面板模块上框体前面的笔记本端口上（如图）

3. 在笔记本计算机上，启动 VNC 客户端应用程序以连接到 Synergy 控制台。
如果 VNC 客户端有提示，则输入 Synergy 框体的 IP 地址（包括端口 5900）进行连接：
192.168.10.1。

4. Synergy 控制台现在可以使用 VNC 客户端连接。

更多信息

“关于维护控制台”

D.3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在访问维护控制台时，将显示登录屏幕或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 在通过设备控制台访问时，将立即显示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在输入第一个命令之后以及运行之前，将显示登录屏幕。

两个例外情况是“重置密码”和“启动服务控制台”，它们需要进行质询/响应授权。 有关重置
密码的信息，请参阅“使用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 在通过 SSH 进行访问时，将立即显示登录屏幕。
要进行登录，请输入该设备上的本地基础设施管理员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 您无法使用身份验证目录服务验证的基础设施管理员帐户进行登录。

维护控制台登录将在一小时内保持有效。 在处于非活动状态一小时后，您必须重新输入密码。
维护控制台会话将在处于非活动状态的 24 小时后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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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关于维护控制台”
“访问维护控制台”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屏幕详细信息”

D.4 关于维护控制台密码
维护控制台没有初始密码。 要设置它，请参阅“重置维护控制台密码”。
维护控制台密码必须满足以下最低要求：

• 长度为十四 (14) 个字符
• 一个大写字母字符

• 一个小写字母字符

• 一个数字字符

• 一个特殊字符

备份操作不会备份维护控制台密码。 确保您会记住或以某些其他方式检索维护控制台密码。

重要信息： 您只能通过将设备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来重置该密码，这会将维护控制台密码恢复
到其初始设置，即没有密码。

设备群集的注意事项

• 活动设备和备用设备可以有不同的维护控制台密码。

• 维护控制台密码在活动设备和备用设备之间不同步。

更多信息

“关于维护控制台”
“重置维护控制台密码”
“关于出厂重置操作”
“关于高可用性设备群集”

D.5 关于出厂重置操作
出厂重置会将设备恢复为原始出厂设置，但不会更改安装的固件版本。

小心： 默认情况下，出厂重置操作清除设备数据，包括 HPE OneView 中的日志、网络设置以
及管理的设备设置。 您可以选择明确保留网络设置和日志。
尝试从错误中恢复设备时保留网络设置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仍可从网络访问设备。

请确保在执行此操作前有最新的备份文件。

可以从 UI 或维护控制台中执行出厂重置操作。
出于以下原因之一，可使用出厂重置操作：

• 要停用设备，以便迁移硬件或

如果要停用设备，请执行出厂重置，而不保留网络设置和日志。 如果 HPE Synergy 设备不
具有高可用性，则必须从前面板显示模块重置框体链路模块才能重新访问 HPE OneView。
对框体链路模块执行出厂重置操作会中断正在运行的工作负载。

• 要将设备恢复为已知状态以供重新使用（例如，要从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如果您打算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或者要应用全新的配置，请确保保留网络设置和日志。

如果设备具有高可用性（维护控制台上的 View details 命令显示活动和备用设备均工作正
常），出厂重置操作将失败。 请先使用 HPE OneView GUI 删除备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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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将 Synergy Composer 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使用维护控制台执行出厂重置操作
关于备份 Synergy Composer

D.6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屏幕详细信息
对本地设备的引用指示运行您正与其交互的维护控制台的设备。

说明屏幕组件

标识 HPE OneView 维护控制台。标题

对于设备群集，此文本按本地设备的机箱和设备托架编号标识该设备。

此文本按独立设备的主机名标识该设备。

位于“标题”正下方。

设备标识符

指示设备的一般状态。 该图标位于控制台屏幕的右上角。图标

显示一到三行额外的文本以详细说明图标指示的状态。 示例状态包括：
Restoring from backup
Starting
Active
Standby / Synchronizing

状态文本

通知或警告有关设备或设备群集的状况。

在维护控制台的整个宽度方向上显示通知标题。

在没有挂起的通知时，不会显示通知标题。

通知标题

列出适合设备状态的可用命令。 示例包括：
View details
Restart
Shut down
Reset password
Support dump
Factory reset
Launch service console

命令

另请参阅 

• “关于维护控制台”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 “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 “从维护控制台中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 “使用维护控制台关闭 Synergy Composer”
•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D.7 维护控制台“详细信息”屏幕详细信息
“查看详细信息”命令显示该屏幕。
对本地设备的引用指示运行您正与其交互的维护控制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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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设备是指其他设备，而无论其在设备群集中的角色。

说明屏幕组件

标识 HPE OneView 维护控制台。标题

对于设备群集，此文本按本地设备的机箱和设备托架编号标识该设备。

此文本按独立设备的主机名标识该设备。

位于“标题”正下方。

设备标识符

在右上角指示设备的一般状态。图标

显示一到三行额外的文本以详细说明图标状态。 状态文本示例包括：
Restoring from backup
Starting
Active
Standby / Synchronizing

状态文本

通知或警告有关设备或设备群集的状况。

在维护控制台的整个宽度方向上显示通知标题。

在没有挂起的通知时，将隐藏通知标题。

通知标题

显示设备的主机名。主机名

显示设备的 IP 地址。IP 地址

运行 HPE OneView 的设备的型号。型号

在 HPE OneView 设备上运行的固件的版本号以及上次更新固件的日期。固件

对于设备群集，首先显示本地设备的下列各项，然后再显示对等设备的下列各项。

对于独立设备，仅显示一次下列各项。

设备

按设备的机箱和设备托架标识各个设备。标识符

通过本地设备透视图指示设备状态的图标和文本。 例如，对等设备的状态
可以是“未连接”，但不能应用于本地设备。

状态

与单个设备相关联的维护 IP 地址。 维护 IP 地址用于连接维护控制台，但
不用于连接 UI。

IP 地址

设备硬件的序列号。序列号

D.8 维护控制台设备状态
维护控制台在右上角显示有关设备状态的图标和消息。 状态将依情况而定，特别是对于高可用设
备群集，可能还需要进行操作。

操作情况状态

本地设备是设备群集的活动设备并且运行
正常。

活动

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以更换故障磁盘不是设备群集。活动

磁盘发生故障
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以更换故障磁盘活动设备的磁盘发生故障。

备用设备作为单个设备进行控制。

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以更换故障磁盘备用设备的磁盘发生故障。

活动设备作为单个设备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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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情况状态

本地设备运行正常。

对等设备正在进行同步。 如果同步完成
之前出现故障，则无法激活它。

活动

备用设备正在同步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解决方法，请参阅“活
动”屏幕中列出的警报。

本地设备运行正常，但无法访问对等设
备。

对等设备在出现故障时无法成为活动设
备。

活动

无法访问备用设备

未同步的更改

本地设备是设备群集中的备用设备并且运
行正常。

备用

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以更换故障磁盘本地设备上的磁盘发生故障。

本地设备不能再作为备用设备在设备群集
中使用。

备用

磁盘发生故障

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以更换故障磁盘对等设备上的磁盘发生故障。

本地设备当前是备用设备，但它将自动激
活。

本地设备是备用设备并且正在同步。

如果同步完成之前出现故障，则无法激活
它。

备用

正在同步

有关解决此问题的信息，请参阅“Synergy
Composer 脱机，需要手动执行操作”。

本地设备无法自动激活，因为它不能确认
对等设备是否未运行。

脱机

需要手动操作

有关解决此问题的信息，请参阅“抱歉”。设备因无法恢复的错误而失败。脱机

无法恢复的错误

有关解决此问题的信息，请参阅“Synergy
Composer 脱机，需要手动执行操作”。

无法激活本地设备，因为它缺少设备数据
的完整副本。

脱机

不可用（不完整的数据）

正在将设备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在设备群集中，在备用设备成为活动设备
之前会执行此操作。

正在重置

设备正在重新启动，即将可用。正在重新启动

设备将在恢复完成后重新启动。正在通过备份进行恢复

本地设备正在启动，即将可用。正在启动

有关确定故障原因的信息，请参阅“意外的
设备关闭”。

对等设备遇到了故障，本地设备正在成为
活动设备。

正在启动

正在从故障恢复

本地设备正在关闭。正在关机

本地设备正在进行转换，其状态将会更
改。

暂时不可用

本地设备正在进行固件更新。正在更新

D.9 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使用此过程可显示设备详细信息，如状态、主机名、IP 地址、型号、固件，而对于设备群集，则
显示对等设备的状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维护控制台“详细信息”屏幕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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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设备详细信息

1. 访问维护控制台的主菜单。
2. 选择“查看详细信息”。
将显示维护控制台详细信息屏幕。

另请参阅 

• “维护控制台“详细信息”屏幕详细信息”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D.10 重置维护控制台密码
前提条件 

• 创建满足密码要求的新密码。

• 如果忘记了当前的维护控制台密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执行备份。1.

2. 备份所有用户数据。
3. 确保所有用户都已注销并且没有运行任务。
4. 在设备上执行出厂重置。

出厂重置后，未启用维护控制台密码。

重置维护控制台密码

1. 访问控制台。
2. 在登录提示符处，使用用户名 maintenance 和密码（如果设置）登录。
3. 访问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4. 选择“重置维护控制台密码”。
5. 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两次，一次进行验证。
6. 选择“确定”。

D.11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如果丢失或忘记本地管理员密码，请使用以下步骤重置该密码。

该操作提供唯一的请求代码，您可以在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时使用该代码。

重要信息： 只有在位于维护控制台的“密码重置”屏幕时，请求代码才有效。 如果返回到主菜单
或结束维护控制台会话，请求代码将失效。 您需要重新执行该步骤以获取新的请求代码。

您需要与授权的支持代表联系，在验证您的信息后，支持代表将发送授权代码（也称为响应代
码）。

重要信息： 您必须在一小时内输入授权代码，否则，授权代码将失效。

注意：

• 如果通过 SSH 访问维护控制台，则无法使用该功能。 如果已知另一个本地基础设施管理员
的密码，请使用用户界面 (UI) 重置管理员密码。

• 该操作重置设备上的本地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它不适用于目录服务验证的管理员帐户。
在设备群集中，该操作重置两个设备上的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 通过执行该操作，您可以为本地 administrator 帐户设置一次性密码。
下次使用该帐户登录到 UI 时，请使用该一次性密码。 将提示您设置新密码。

有关如何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联系的信息，请参阅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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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 

• 您可以访问独立设备的控制台（对于设备群集，可以访问任一群集成员的控制台）。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置管理员密码

1. 访问控制台。
2. 访问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3. 选择“重置密码”。
维护控制台将显示请求代码。

4. 致电授权的支持代表，并为支持代表提供以下信息：

• 请求重置密码的人员的姓名。

• 拥有设备的公司的名称。

• 维护控制台中的请求代码。

授权的支持代表验证该信息，然后向授权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邮件以进行存档。 该邮件包含
授权代码。 将在该邮件中附加 ISO 映像（也是授权代码）。

5. 在响应字段中键入授权代码。
6. 确定一次性管理员密码。
7. 出现提示后，输入新密码，然后重新输入。
8. 选择“确定”以设置一次性密码。
9. 使用该帐户和一次性密码登录到 UI。
10. 在提供的屏幕中为该帐户设置新密码。
11. 注销并使用新密码重新登录到该帐户以进行验证。
更多信息 

• “关于维护控制台”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D.12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该步骤说明了如何使用维护控制台关闭并重新启动设备。

此操作仅影响设备群集的本地设备。

如果本地设备是设备群集的活动设备，则重新启动它（本地设备）会停止它正在运行的服务。 直
到对等设备重新启动了这些服务，高可用性才暂时挂起。

前提条件 

• 确保注销了所有用户并完成所有正在进行的工作。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新启动设备

1. 访问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2. 选择“重新启动”。
确认您要重新启动设备。

3. 观察重新启动过程以进行验证。

另请参阅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屏幕详细信息”
• “使用维护控制台关闭 Synergy Comp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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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使用维护控制台关闭 Synergy Composer
该步骤说明了如何使用维护控制台执行正常设备关闭。

此操作将仅关闭设备群集的本地设备。

前提条件 

• 确保注销了所有用户并完成所有正在进行的工作。

使用维护控制台关闭设备

1. 访问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2. 在主菜单中选择“关机”。
确认您要关闭设备。

3. 观察关闭过程以进行验证。

另请参阅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 “维护控制台主菜单屏幕详细信息”
• “使用维护控制台重新启动 Synergy Composer”

D.14 从维护控制台中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该过程说明了如何使用维护控制台从本地设备（运行维护控制台的设备）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并
将其存储在 U 盘上。
如果本地设备是设备群集中的活动设备，并且可以访问备用设备，则支持转储将同时包含两个群
集成员的数据。 否则，将仅使用本地设备的数据创建支持转储。

小心：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会覆盖设备上的任何现有备份文件。 如果尚未将备份文件复制到外部
位置进行妥善保管，则尽量不要创建支持转储。 使用用户界面下载备份文件。

默认情况下，将加密支持转储文件。

前提条件 

• 所需的最低权限：基础设施管理员

• 使用格式化为 NTFS 或 FAT32 文件系统且仅有一个分区的 USB 2.0 或 3.0 设备驱动器。 如
有必要，请使用计算机格式化 U 盘。
U 盘必须有足够的可用空间（通常为 1 到 4 GB）才能存储支持转储文件。

从维护控制台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1. 确保在本地设备的 USB 端口中安装 U 盘。

重要信息： 在此操作完成，并且维护控制台建议可以安全取出 U 盘之前，请勿取出 U 盘。

2. 使用设备控制台访问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3. 选择“支持转储”。
此时将出现一组新命令。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选择“创建支持转储”以创建新的支持转储并将其复制到 U 盘。
• 选择“下载现有支持转储”，将支持转储从设备复制到 U 盘。

5. 耐心等待，直到复制了支持转储文件。 将在屏幕上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已成功完成支持转储
并且可以安全地拔出 U 盘。

另请参阅 

• “有关支持转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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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维护控制台”
• “访问维护控制台”
• “登录到维护控制台”
• 获取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支持。

D.15 使用维护控制台执行出厂重置
前提条件 

• 确保注销了所有用户并完成所有正在进行的工作。

• 备份所有用户文件。

•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并将其保存在外部位置以妥善保管。

使用维护控制台执行出厂重置

1. 访问维护控制台主菜单。
2. 从主菜单中选择“出厂重置”。
3. 在后续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a. 输入 Y 继续出厂重置操作。

小心： 此选项将清除网络设置和日志。

使用此选项可停用设备。

b. 输入 P 继续出厂重置操作，但保留网络设置和日志。
如果要从备份文件恢复设备或者要应用新配置，请使用此选项。

c. 输入 N 以取消出厂重置操作并返回到主菜单。
在后续的对话框中确认您是否要执行出厂重置。

4. 在后面的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a. 输入 Y 继续出厂重置操作。
b. 输入 N 以取消出厂重置操作并返回到主菜单。

5. 观察该操作以进行验证。

更多信息

“关于出厂重置操作”

D.16 从维护控制台配置设备网络
如果遇到设备网络已关闭，并且无法使用 HPE OneView 用户界面对其重新配置的情况，您可以
从维护控制台配置设备网络。

前提条件

• 可以对独立设备的控制台进行物理访问（对于设备群集，可以对任一群集成员的控制台进行
物理访问）。

从维护控制台配置设备网络

1. 登录到 HPE OneView 维护控制台。
2. 选择“配置网络设置”。
仅当设备不属于群集时，菜单选项才可用。

当设备属于群集时，选择 HPE OneView GUI 中的“设置”→“网络”来配置网络。
如果群集不正常，可使用维护控制台检查设备状态并执行建议的恢复步骤。

3. 选择是仅配置 IPv4 网络设置还是同时配置 IPv4 和 IPv6（双模式）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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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或 CIDR 和网关地址。
5. 选择 Y 以应用网络配置。
6. 确认维护控制台显示的消息指出已成功配置网络设置。

D.17 在 Synergy Composer 不具有高可用性时将其手动激活
如果不能自动激活 Synergy Composer，您可以手动激活它。
前提条件 

• 高可用性设备无法确认对等设备是否正在运行。

• 维护控制台状态为“脱机，需要手动操作”。
• 已遵循“Synergy Composer 脱机，需要手动执行操作”中的故障排除步骤。
在 Synergy Composer 不具有高可用性时将其手动激活
1. 在将成为群集中活动设备的设备的维护控制台中，选择“激活”。

小心： 仅对高可用性群集中的一个设备运行此操作。 当导致失去高可用性的原始故障被修
复后，同时在两个设备上运行此操作会导致不可恢复的数据丢失。

2. 如果只激活一个设备，请输入 Y 确认。 否则，请输入 N 取消。

更多信息

“未连接活动和备用设备”

D.18 恢复 HPE Synergy Composer
HPE Synergy Composer 包含与组件的框体链路拓扑交互所需的专利信息。 这些信息存储在设
备群集及其备份文件中的两个设备中。 如果发生必须同时更换或出厂重置这两个 Synergy
Composer 的异常错误时，必须先恢复替换设备上的信息，Synergy Composer 才能管理框体链
路拓扑。 恢复备份文件是恢复 Synergy Composer 并继续管理框体链路拓扑的推荐方法。 备用
方法会中断生产环境，因为它需要出厂重置框体链路模块，并且重新触发硬件发现过程。 以下步
骤提供了将备份还原到替换 Synergy Composer 的方法。
恢复或更换 HPE Synergy Composer 通常需要恢复其备份文件，才能恢复 HPE Synergy 系统的
管理。 但是，如果仅更换高可用性群集中的一个设备，则不需要恢复备份。 发生故障的设备可
作为备用设备移除，并且会自动检测到替换 Synergy Composer，将其添加到设备群集中。 使用
维护控制台配置网络，从而访问 HPE OneView GUI 来执行还原操作。
1. 如果您打算从备份文件恢复，则从下列过程中进行选择：

a. 如果基础设施管理员可访问 HPE OneView GUI：
1) 在 GUI 中使用从备份中恢复的标准过程（可以远程执行此过程）。

b. 如果基础设施管理员无法访问 HPE OneView GUI，但可以访问维护控制台：
1) 从维护控制台出厂重置设备，并确保选择“保留设备网络设置”的选项。
2) 重置后，从 HPE OneView GUI 使用从备份中恢复的标准过程（因为已保留网络设
置，所以可以远程运行此过程）。

c. 如果基础设施管理员无法访问维护控制台：
1) 在已预先加载 U 盘的数据中心内重新映像设备。
2) 将键盘、视频显示器和鼠标连接到前面板，并串行（通过维护控制台）访问

Composer。
3) 使用维护控制台配置设备网络。
4) （远程）使用 HPE OneView GUI 恢复备份。

2. 如果在非 HA 环境中更换单个 Composer：
a. 在已预先加载 U 盘的数据中心内重新映像设备。
b. 将键盘、视频显示器和鼠标连接到前面板，并串行（通过维护控制台）访问 Composer。
c. 使用维护控制台配置设备网络。
d. （远程）使用 HPE OneView GUI 恢复备份。

D.17 在 Synergy Composer 不具有高可用性时将其手动激活 417



3. 如果未正确配置设备网络，您将无法再远程访问设备：
a. 将键盘、视频显示器和鼠标连接到前面板，并串行（通过维护控制台）访问 Composer。
b. 使用维护控制台配置设备网络。

4. 如果备用设备的设备更新失败，则需要手动干预才能完成更新。 从下列选项中进行选择来完
成备用设备的更新：

• 在已预先加载 U 盘的数据中心内重新映像设备。
• 在数据中心内，在全新出厂的 Composer 上配置一个临时 IP 地址，该 Composer 允许

HPE OneView 基础设施管理员在备用设备上重试更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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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清除, 257

已锁定, 257
自动清除, 256

聚合交换机请参见 数据中心交换机
卷, 203
关于, 206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54

卷模板, 203
关于, 206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55

K
开放式集成, 34
开源代码
如何查看书面要约, 69

可引导映像, 33
可用性
虚拟设备, 31

客户自行维修, 369
控制板, 251
查询, 262
屏幕详细信息, 260
删除面板, 262
添加一个面板, 262
图表的解释, 261
学习, 260
移动面板, 262
自定义, 262

控制板图表, 261
控制台访问, 67
快照
关于, 206

框体
关于 HPE Synergy 12000 框体, 174
关于 HPE Synergy 框体链路模块, 174

框体链路模块, 178
活动, 174

框体链路拓扑, 178

L
利用率

iLO Advanced 许可证要求, 268
概述, 267
计量器, 267
面板, 267
设置美制或公制测量单位, 72
图表, 251, 267

连接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37

链路层发现协议
关于, 165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请参见 LACP
链路聚合组请参见 LAG
链路模块, 174
浏览器, 71
支持的, 72
支持的功能和设置, 72
最佳实践, 71

逻辑互连模块
堆叠链路，机箱,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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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运行状况，定义的, 158
更新, 169
更新固件, 165
故障排除, 340
关于, 156
管理, 155
激活固件, 169
命名约定, 159
内部网络，关于, 157
添加, 159
一致性检查, 169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43

逻辑互连模块组
创建, 161, 170
多个, 160
关于, 159, 161, 181
关于调整大小, 163
关于复制, 163
关于扩充, 163
关于缩减, 163
配置, 161
用户界面, 160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44

逻辑机箱
不一致, 184
不支持的固件, 191
创建, 186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187
关于, 183–184
关于扩充, 185
删除, 184
添加, 186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43

M
每个 VLAN 生成树桥接协议数据单元 (PVST BPDU), 166
美制测量单位, 72
密码
重置管理员, 218, 413
重置维护控制台, 413

目录服务
故障排除, 358
配置, 211

目录服务器
故障排除, 360–361

N
内部网络
逻辑互连模块, 157

P
排序图标, 77
配置
存储, 25
功能, 22
机箱, 161
逻辑互连模块组, 161

配置的机箱, 177–178
配置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 259

凭据, 61
屏幕说明, 69
逻辑互连模块组, 160

屏幕组件
图标, 85

Q
迁移
服务器配置文件, 129

区域集
关于, 207

驱动器机箱
关于, 204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39

R
热点, 265
任务, 29, 256–257
另请参见 活动
挂起, 258
后台, 257
设备, 257
已完成, 258
用户, 257
在当前会话期间启动的数量, 70
正在运行, 258
中断, 258

日志文件, 302
冗余模式
关于, 161

S
删除部署服务器
关于, 202

删除图标, 77, 160
上行链路, 153, 156
上行链路集, 156

FCoE 网络, 156
Image Streamer, 157
VLAN 标记, 151
本机网络, 151
从相同互连模块到相同交换机的多个上行链路, 151
光纤通道网络, 156
将 VLAN ID 与交换机端口 VLAN ID 相匹配, 151
添加, 167
以太网网络, 156
与逻辑互连模块的关系, 156
与逻辑互连模块组的关系, 156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54
与数据中心交换机的关系, 151

设备
备份和恢复功能, 30
备份脚本, 371
崩溃恢复，手动, 237
崩溃恢复，数据保护, 237
崩溃恢复，自动功能, 237
创建支持转储文件, 302–303
从下载, 67
更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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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307
恢复, 227
恢复脚本, 383
可用性, 236
联机帮助, 97
说明图标, 76
搜索, 85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229
意外关闭，手动恢复, 237
意外关闭，数据保护, 237
意外关闭，自动恢复功能, 237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36
执行出厂重置, 238, 409
重新启动行为, 237
重置为原始出厂设置, 238, 409
注销, 80
状态屏幕, 75

设备控制通道 (DCC) 协议, 166
设备托架, 176
设备网络
故障排除, 324

设置
Remote Support, 262
管理, 237

身份验证, 59
身份验证设置
关于, 216

审核跟踪, 70
审核日志, 61, 243
策略, 62
下载, 243

视图选择器, 69
授权, 59
输电设备
关于, 197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47

数据中心
关于, 198
监视, 251–252
监视温度, 265
可视化温度, 265
配置机架位置, 199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38

数据中心交换机
将 VLAN ID 与上行链路集 VLAN ID 相匹配, 151
上行链路集的端口配置, 151
生成树边缘, 151
主干端口, 151

搜索, 83, 85, 87
搜索图标, 77
隧道网络
关于, 150

T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 227
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FCoE)
从机箱互连模块到服务器的下行链路, 150

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网络
关于, 150

通知
警报
配置, 259

通知区域
查看, 79

图标
信息性, 77
用户控件, 77
状态, 76

图标说明, 76

W
完全访问权限角色, 212
网络
创建, 148
带标记, 149
概述, 25
故障排除, 342
关于光纤通道, 149
关于通过以太网的光纤通道, 150
关于以太网, 149
管理, 147
配置, 148
隧道, 150
未标记, 150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45

网络，关于, 147
网络集
关于, 148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46

网络配置, 141
网络中断, 166
网络资源
管理, 147

网站, 368
PowerShell 代码示例库, 94
Python 代码示例库, 94
客户自行维修, 369

维护控制台
出厂重置, 416
详细信息, 411

维护控制台密码
重置, 413

未标记的网络
关于, 150

未管理的设备
关于, 123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53

温度
管理, 197

文档
联机帮助, 97
提供反馈, 369
下载并提供 HTML UI 帮助文件, 98
下载并提供 REST API 文档资料, 98

文档资料
启用关闭设备浏览,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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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下行链路, 153, 156
显示器端口, 174
详细信息窗格, 69
协调激活
关于固件激活, 185

许可证
报告, 144
故障排除, 336
关于, 143
提供, 144

选择
多个资源, 83

Y
严重性
图标, 76

要求
数据中心交换机端口, 151

一致性检查, 169
以太网
关于, 149
上行链路集, 156

以太网网络
VLAN 范围, 149
智能链路, 150

映射视图, 69, 78
硬件
清单管理功能, 29

用户
管理, 211
添加具有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的本地用户, 211
添加具有完全访问权限、通过目录成员身份进行身份验
证的用户, 211
添加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本地用户, 211
添加通过基于角色的访问权限、由目录成员身份进行身
份验证的用户, 211

用户角色, 212
操作权限, 213

用户界面
导航, 71
导航屏幕, 69
逻辑互连模块组, 160
屏幕拓扑, 69

用户密码
管理, 218

用户帐户, 60, 211
进行故障排除, 356

与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联系, 367
域, 141
与其他资源的关系, 39

远程支持, 368
运行状况监视, 29, 252
另请参见 活动
REST API, 252
和 SCMB, 27
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252
最佳实践, 252

运行状况图标, 76

运行状态, 87

Z
展开菜单图标, 77
展开列表项图标, 77
折叠列表项图标, 77
正式文件
查看, 75

证书, 63
TLS, 242
显示设置, 65

支持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367

支持转储文件, 187
创建, 302–303

指标数据流消息总线
.NET C# 示例, 285
Java 示例, 287
JSON 消息结构, 282
MSMB, 281
Python 示例, 288
Python 示例 amqplib, 290
Python 示例 pika, 289
连接到 MSMB, 281
设置队列, 282
重新创建 AMQP 客户端证书, 291

智能链路
关于, 150

智能搜索工具栏, 85
智能搜索过滤语法, 87
智能搜索框
清除, 87
刷新, 87

重新启动
故障排除, 319–320

重置管理员密码, 218, 413
重置维护控制台密码, 413
主菜单, 69, 71
主窗格, 69
注销, 80
使用 REST API, 90

专用访问权限角色, 212
状态更改消息总线

.NET C# 示例, 274
Java 示例, 276
Python 代码示例, 277
Python 示例 amqplib, 279
Python 示例 pika, 278
SCMB, 271
连接到 SCMB, 271
设置队列, 272
消息的 JSON 结构, 273
重新创建 AMQP 客户端证书, 280

状态屏幕
设备, 75

状态图标, 76
资源
按运行状态查看, 87
关系,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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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 81
模板, 23
使用 REST API 查询, 92
使用 REST API 管理, 89
使用标签查看, 82
使用标签搜索, 81

资源类别, 239
资源模型, 35
组
管理, 211
兼容性检查, 27

最佳实践
固件, 191
浏览器, 71
通过备份文件恢复设备, 229
运行状况监视, 252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查看, 75

作用域,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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